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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对两个或者多个不确

定的决策结果，并有可能伴随负面后果时，所产生的

复杂心理过程。作为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活

动和经济行为，风险决策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管理

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非常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开始从风险决

策的认知过程转向情绪和情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情绪已是未来决策领域亟需解决的16个问题之一[1]。

受此影响，情绪调节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也逐渐成

为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情绪调节是个人对情绪的

发生、体验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新近研究发现

情绪调节也会影响风险决策[2，3]。譬如，研究者分别

在实验室和自然环境下考察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

影响，结果发现，被试通过认知重评有效地减少了恐

惧和厌恶等负性情绪体验而表现为风险寻求[2]。另

一些研究者则发现，通过认知重评降低了情绪对风

险决策的影响，被试倾向于选择低风险彩票，表现为

风险规避 [3]。这说明，人们对情绪调节如何影响风

险决策还存在分歧，风险决策还可能受到情绪和情

绪调节以外的因素影响。

个体所属的群体或社会情境被认为是影响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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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以及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方法：实验一采用网

络掷球任务和仿真气球冒险任务，考察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实验二采用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筛选

惯用认知重评策略和惯用表达抑制策略的被试，进一步考察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排斥影响动态风险决策中

的调节作用。结果：实验一发现，社会排斥组的负性情绪和风险偏好显著高于社会接纳组。实验二发现，惯用认知

重评策略组被试因社会排斥引起的负性情绪以及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要显著小于惯用表达抑制策略组。结

论：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导致风险寻求，且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社会排斥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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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habitual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risk preference. Methods: In experiment 1, cyberball paradigm and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dynamic risk decision-making. In experiment 2, the habitual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creen out two groups of participants who used the habitual cognition reassessment strategy or the
idiomatic expression suppression strategy,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habitu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in the effects of so⁃
cial exclusion on dynamic risk decision-making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excluded participants preferred the
risky choice(mean adjusted number of pumps) compared to the included and got higher subjective rating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Experiment 1. Th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the subjective rating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bal⁃
loon analogue risk task scores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habitual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abitual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y in the Experiment 2.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
dicate that social exclusion leads to risk seeking, and habitu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may modulate the effects of so⁃
cial exclusion on risk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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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4]。个体在群体影

响下往往表现出更显著的风险寻求 [5]。因此，社会

排斥这个重要的社会情境变量也逐渐受到心理学界

的关注。社会排斥被认为是个体不被接纳、孤独的

或被孤立的状态 [6，7]。有研究通过网络掷球范式操

控社会排斥，发现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在茶杯赌博

游戏(the CUPS game)中表现出更显著的风险厌恶[8]。

在随后的彩票选择任务研究中则发现被排斥组比控

制组表现出更显著的风险寻求[9]。进一步的行为学

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让人愤怒，并通过愤怒情绪诱

发风险寻求[10]。

由上可见，人们对于社会排斥和情绪调节在风

险决策行为中的作用并未达成共识。一方面是因

为，仅有的几项社会排斥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所采

用的决策任务是二选一的简单重复选择任务，二选

一的简单重复选择任务只能部分地反映风险决策的

行为模式 [11，12]。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际生活中的

决策往往都是动态的，风险和结果均存在变异性。

决策过程是信息判断、执行决策和结果反馈之间的

环路 [13]。先前决策会导致实际收益的增加或者减

少，并影响后续的决策行为[14]。因此，进一步考察社

会排斥影响动态风险决策的心理机制对于增强风险

决策研究的生态效度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是因

为，仅有的一些情绪调节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多半

是通过实验指导语直接操纵即时情绪调节策略，没

有考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

略。情绪调节同感过程模型理论强调，情绪调节与

情绪的发生具有同时性，情绪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情

绪调节的过程[15]。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

地使用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情绪。因此，考

察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活动的影响有重要的

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

诱发情绪，且情绪调节策略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偏

好。这提示，惯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个体的风险偏

好受社会排斥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基于此，本研究

将考察社会排斥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对动态风险

决策的影响，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H1：社会排斥导

致风险寻求。H2：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社

会排斥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1 实验一：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

1.1 方法

1.1.1 被试 对某高校124名自愿参与研究的大学

本科生进行筛选面试，确保被试没有参加过相关实

验以及在最近两周内未吸烟与饮酒，以排除吸烟与

饮酒可能对风险决策行为产生影响[16]，最终选取了

102名学生(男生 41人，女生 61人，年龄 18～24岁，

M=19.46±1.21)，随机分配到排斥组(男生20人，女生

31人，年龄 18～24岁，平均年龄 19.46±0.96)和接纳

组(男生21人，女生30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

19.38±1.01)，两组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其最终获得的实

验报酬为10元(RMB)的补偿以及从仿真气球冒险任

务中获得的金钱总额，并与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实验材料 （1）网络掷球任务(Cyberball Par⁃
adigm)[7]：用于诱导社会排斥，在任务开始前告知被

试：“接下来将要和另外两位参与者在网上共同玩一

个传球的小游戏，以训练自己的想象能力。当你接

到小球后，可以通过鼠标点击两位参与者中的任何

一位，将球传给对方。接球的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整个游戏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去想象，如果这一

游戏是真实的，那么大家会在哪里玩球，玩家都是一

些什么样的人等等。”整个游戏共需要完成 30次的

投球，接纳组被试接到球的次数是 10次，是总次数

的三分之一；排斥组被试仅仅在游戏最开始的两次

接到球，然后一直到游戏结束都接不到球。在掷球

游戏结束后，被试需要回答 2个问题：“我觉得我受

到了他人的排斥？”，“我此时不高兴的程度？”分别

作为社会排斥有效性的操作性检验[17]和负性情绪的

测量，采用 1(一点也没有)～5(非常强烈)分的 5点计

分法，分数越高代表被排斥感和负性情绪越强烈。

该任务已经被大量社会排斥研究采用[18-20]。

（2）仿真气球冒险任务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21]：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共包含30个气球，被试可

以通过按“1”键将气球吹大，每吹 1次盈利 0.02元，

气球吹的越大，获得的收益也会越多，气球最多可以

吹128次，但随着气球增大，气球爆破的风险也会越

高。如果气球爆破，则该气球的收益为“0”，不仅如

此，还会从累积收益中扣除当前气球在爆破之前的

临时收益额度。例如，前10个气球的累积收益为10
元，当前气球在0.5元时爆破，则当前气球的收益为

0，总的收益是在累积收益的基础上减去0.5元，即累

积收益是9.5元。被试可以在气球爆破之前按“5”键
保存当前气球的收益。该任务要求个体接连不断地

选择是继续冒险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还是放弃冒险以

获取已有的收益。仿真气球冒险任务通常采用未爆

气球被吹的平均次数来衡量个体的风险偏好，得分

越高则越倾向于冒险。整个实验过程大约耗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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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1.1.3 实验程序 被试来到实验室先休息 3分钟，

随后通过讲解和演示的形式让被试熟悉网络掷球任

务和仿真气球冒险任务的操作，并介绍实验的整个

流程，直到被试口头报告已经熟练掌握了实验程序

和流程之后再开始正式实验。正式实验开始后，被

试首先完成网络掷球任务，随后完成仿真气球冒险

任务。

1.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1.2 结果与讨论

1.2.1 操纵的有效性检验 以社会排斥(排斥/接纳)
为自变量，以被试在排斥体验上的得分为因变量做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排斥组得分(M=3.43,
SD=0.74)显著高于接受组的得分(M=1.43, SD=0.54),
t(100)=15.77, P<0.001, Cohen’s d=3.09。结果表明，

实验对社会排斥的操纵有效。

1.2.2 负性情绪和风险偏好得分 以社会排斥(排
斥/接纳)为自变量，以被试的负性情绪和仿真气球

冒险任务得分(未爆气球被吹的平均次数)为因变量

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排斥组的负性情绪

(M=3.29, SD=0.67)显著高于接纳组 (M=1.37, SD=
0.49) , t(100)=16.52, P<0.001, Cohen’s d=3.27。排斥

组未爆气球被吹的平均次数(M=43.39, SD=7.13)显
著高于接纳组 (M=37.43, SD=8.38), t(100)=3.08, P<
0.001, Cohen’s d=0.77。

实验一通过网络掷球范式诱发社会排斥，考察

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发

现，与社会接纳组相比，社会排斥组表现为风险寻

求，这表明社会排斥会极化风险偏好，验证了研究假

设一。有研究认为，社会排斥更易使个体自动进行

自我调节[22]。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惯用不同情绪调

节策略的人受社会排斥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来

说，惯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个体的风险偏好受社会

排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在实验一的基

础上，实验二进一步纳入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考察

社会排斥对不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组被试的风险

偏好的影响。

2 实验二：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习

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试 使用情绪调节问卷对广东某高校482
名大学生进行筛查，具体是，个体在认知重评维度上

所得的平均分大于等于 4，并大于其在表达抑制维

度上所得的平均分，且相差2分，则认为该被试习惯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个体在表达抑制维度上所得的

平均分大于等于 4，且大于其在认知重评维度上所

得的平均分，则认为该被试习惯使用表达抑制策略
[23]。最终共筛选出 156名大学生，其中习惯采用认

知重评策略的大学生被试78人，习惯采用表达抑制

策略的大学生被试 78人。两组被试在各自的认知

重评和表达抑制上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两

组被试所采用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明显的偏

向性(表 1)。随后分别将不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的两组被试随机分配到排斥组和接纳组。四组被试

的人数均为 39人(排斥-认知重评组: 男生 19人，女

生 20人，年龄 18～24岁，平均年龄 19.21±0.89；排
斥-表达抑制组：男生19人，女生20人，年龄18～24
岁，平均年龄19.36±0.91；接纳-认知重评组：男生20
人，女生 19 人，年龄 18～24 岁，平均年龄 19.88±
1.02；接纳-表达抑制组：男生20人，女生19人，年龄

18～24岁，平均年龄 19.92±0.95)，四组在年龄和性

别分布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实验开始前告知

被试，其最终获得的实验报酬为 10元(RMB)的补偿

以及从仿真气球冒险任务中获得的金钱总额，并与

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分组的被试

在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M±SD)

注：***P<0.001
2.1.2 实验材料 （1）网络掷球任务：同实验一。

（2）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问卷[23]：采用李娜修订

的G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问卷，共 10个项目 2个维

度，即表达抑制策略维度和认知重评策略维度，采用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分的 7点计分法，得分

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该情绪调节策略。本次

测量中该问卷α系数是0.76，问卷两个维度的α系数

分别是0.72和0.68。
（3）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同实验一。

2.1.3 实验程序 同实验一。

2.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考察两组社会排斥的

效果，以及通过方差分析考察社会排斥和情绪调节

策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2.2 结果与讨论

组别

认知重评组

表达抑制组

认知重评得分

4.11±0.48
3.06±0.51

表达抑制得分

2.43±0.54
3.85±0.61

t
20.17***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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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操纵的有效性检验 以社会排斥(排斥/接纳)
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为自变

量，以被试在排斥体验上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变

量(univariate)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排斥主效应

显著 F(1,152)=245.15, P<0.001, ηp2=0.62，习惯性情

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52)<1，两者之间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152)<1。结果表明，社会排

斥的实验操纵是成功的。

2.2.2 负性情绪和风险偏好得分 以负性情绪为

因变量，以社会排斥(排斥/接纳)和习惯性情绪调节

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为自变量进行单变量(uni⁃
variate)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排斥主效应显著

F(1,152)=267.27，P<0.001, ηp2=0.64，情绪调节策略

主效应显著 F(1,152)=11.71, P<0.001, ηp2=0.07，社会

排斥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显著F(1,152)=7.08, P<
0.01, ηp2=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采用认知重评

的社会排斥组(M=2.72 SD=0.79)和社会接纳组(M=
1.33, SD=0.48)被试在负性情绪上的差异[F(1,152)=
93.67, P<0.001, ηp2=0.38]要显著小于采用表达抑制

的社会排斥组(M=3.33, SD=0.71)和社会接纳组(M=
1.41, SD=0.50)被试在负性情绪上的差异[F(1,152)=
180.69, P<0.001, ηp2=0.54]。

以未爆气球被吹的平均次数为因变量，以社会

排斥(排斥/接纳)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为自变量进行单变量(univariate)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社会排斥主效应显著 F(1,152) =
36.55, P<0.001, ηp2=0.20，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

F(1,152)=7.52, P<0.01, ηp2=0.05，社会排斥与情绪调

节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1,152) =8.80, P<0.01, ηp2=
0.0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的社会排

斥组 (M=39.38, SD=7.33)和社会接纳组 (M=35.87,
SD=7.85)被试在风险偏好上的差异[F(1,152)=4.74,
P<0.05, ηp2=0.03]要显著小于采用表达抑制的社会

排斥组(M=45.90, SD=6.54)和社会接纳组(M=35.62,
SD=6.70)被试在风险偏好上的差异[F(1,152)=40.61,
P<0.001, ηp2=0.21]，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在社会

排斥情境下的惯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不同的

情绪调节策略引起的[F(1,152)=16.29, P<0.001, ηp2=
0.10]，而在社会接纳情境下惯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

制等情绪调节策略对风险偏好影响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1,152)<1]。
实验二发现，与被接纳者相比，被排斥者表现为

风险寻求，且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社会排

斥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惯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个

体受社会排斥引起的负性情绪以及社会排斥对风险

偏好的影响不同。惯用认知重评策略组被试因为社

会排斥诱发的负性情绪和社会排斥对风险偏好的影

响要显著小于惯用表达抑制策略组被试。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索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

决策的影响，发现社会排斥导致风险寻求，并且习惯

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的影

响。

实验一发现，在动态风险决策情境下，社会排斥

导致风险寻求。这与前人在二选一的简单重复性决

策任务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8]。其可能的解释之一

是，被排斥者由于缺乏社会支持而更加关注正性线

索或奖赏，通过冒险的方式赢得更多的金钱成为其

在社会体系外获得安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

并通过获得的金钱收益来弥补社会排斥带来的负性

影响[24]。与此解读相一致的是，前人对金钱的研究

发现，与社会接纳者相比，被排斥者表现出对金钱的

强烈渴望[25]。通过金钱补偿能有效降低被排斥者的

负性情绪以及参与社会排斥加工的前扣带回(ACC)
和脑岛(Insula)等区域的激活水平[26]。另外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社会排斥引起的负性情绪会激活前额叶

等参与风险决策认知加工的关键脑功能区，因此负

性情绪的加工与风险决策加工在脑认知功能区上存

在重叠，产生了冲突，负性情绪与风险决策加工都在

竞争大脑同一神经区域的有限资源，进而影响到风

险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

情绪调节同感过程模型理论认为，认知重评策

略可以改变情绪反应的整个轨迹，降低情绪的生理

反应、主观体验和行为表达；而表达抑制策略虽然能

降低对情绪的行为表达，但却不能降低所体验到的

情绪，甚至还有可能由于抑制情绪的行为表达而增

强对情绪的生理反应[15]。这种解释与在实验二中发

现的惯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组被试受社会排斥

影响后的负性情绪要显著弱于惯用表达抑制调节策

略被试的研究结果一致。实验二还发现，社会排斥

导致风险偏好，且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不同的被试

的风险偏好受社会排斥的影响存在差异，惯用认知

重评调节策略组被试的风险偏好受社会排斥的影响

要显著小于惯用表达抑制调节策略组。这提示，社

会排斥对惯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组被试的风险偏好

的影响要显著小于惯用表达抑制调节策略组被试的

可能原因是，认知重评对社会排斥引起的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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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果要好于表达抑制。进一步来说，惯用表达

抑制调节策略组被试可能需要调动自我控制的能力

和外部资源来改善负性情绪带来的影响，并抑制情

绪行为的表达；而惯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组被试相

对容易化解情绪造成的影响，恢复对风险的感知能

力，因此，相对习惯用表达抑制调节策略组的被试来

说，惯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组的被试可以有效降低

社会排斥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深化了社会排斥这一情境因素对风

险决策的影响研究，提高了风险决策研究的生态效

度，有利于更加透彻地把握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进

而提高传统决策模型的预测效度。另外，本研究还

从情绪和情绪调节的视角揭示社会排斥部分会通过

情绪来影响风险偏好，且对惯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

个体的影响不同，这一发现为日常生活或临床实践

中如何运用情绪调节策略来缓解和消除社会排斥对

风险决策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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