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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提出“积极

心理学”这一概念，主张转向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

充分挖掘人潜在的、建设性的力量，关注人类的心理

健康和幸福感的建立 [1，2]。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的研

究主题之一，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有着重

要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乐观是一

种对未来的类化期望，乐观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事

情的结果，更愿意关注生活中好的一面，认为事情总

会往着好的一面发展。相反，悲观者以消极的态度

面对事情的结果，以消极的看法看待当下和未来的

生活，更多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3]。目前对于乐观

的研究多是采用问卷法进行测量，常用的问卷包括

Scheier和Carve的生活倾向问卷(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及其修订版(LOT-R)[4]。在国内，袁立新在

LOT-R的基础上编制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

表(OPS)[3]，陆文春自编的大学生乐观问卷[5]等都有一

定的适用性。

决策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要面临的事情，而跨期

选择就是一种与时间相关的决策，它是指人们对不

同时间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选择的行为[6] 。比

如人们是选择现在消费还是储蓄，在购物时是选择

全额付款还是延时分期付款，这些都是跨期选择。

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跨期选择，如是选择现在工作

还是进修三年后再工作，是选择近期的经济利益还

是选择环境保护后的长远利益等等，跨期选择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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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乐观水平大学生在跨期选择行为倾向上的特点。方法：由大学生乐观问卷筛选出两类群

体(高乐观水平组，低乐观水平组)，采用 2(被试类型：高乐观水平组、低乐观水平组)×2(情境：获益、损失)×2(延迟时

间：半月、一月)混合实验设计，运用经典跨期选择任务考察不同乐观水平大学生在跨期选择中行为倾向差异。结

果：(1)被试在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境更偏好选择即时选项；(2)被试类型和情境交互效应显著，低乐观水平组被试在

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境下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而高乐观水平组差异不显著。结论：获益和损失情境下个体选择

倾向不同，出现“反符号效应”；高乐观水平组被试不管在获益还是损失情境下都偏好选择即时选项；而低乐观水平

组被试在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境下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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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optimism. Methods: Two groups were selected from college students’optimism questionnaire(high optimistic
group, low optimistic group).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using a mixed design of 2(subject type: high optimism level
group, low optimism level group)*2(situation: gain, loss)*2(delay time: half a month, one month). The classic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behavioral tenden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opti⁃
mism. Results: (1)Subjects preferred to choose immediate options in the loss situation than in the gain situation; (2)The in⁃
teraction between the type of subjects and the situation was significant. The subjects in the low optimism group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immediate option in the loss situation than in the gain situation, while the difference in the high opti⁃
mism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nder the situation of gain and loss, the individual selection tendency is dif⁃
ferent, and the reverse sign effect appears. The subjects in the high optimism group prefer to choose the immediate option re⁃
gardless of the gain or loss situation. The low optimism group is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immediate option in the loss situa⁃
tion than in the ga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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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对跨期选择的研究多集中在三个方面：决策者

本身属性；决策选项的属性；决策情境因素。杨鑫

蔚，何贵兵的研究发现高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个体更

倾向于选择大而延时的选项 [7]；个体的冲动性和自

我控制也影响跨期决策任务的选择 [8，9]。决策情境

上的研究多集中在获益和损失情境[10-14]。符号效应

表明，在获益和损失情境下个体的折扣率不同，即在

获益情境下个体更偏好收益小而延迟时间短的选项
[15]。对符号效应的研究多采用固定当前价值的匹配

任务，这种表述方式下更容易出现符号效应，而在现

实中，人们更愿意接受当下的一个小损失而避免未

来的更大损失。后来人们在研究中发现了相反的现

象，相对于损失情境，在获益情境下，人们更偏好即

时选项，即在损失情境下的折扣率大于在获益情境

下的折扣率，这种现象被称为“反符号效应”，这一现

象似乎更符合实际[16，17]。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对人们

的跨期选择产生影响[18]，损失情境下人们产生避免

损失的信念，而获益情境下期待立即的收益会在未

来带来额外的收益，这两种信念与乐观相一致，即乐

观者会期待满意的结果，而避免不满意的结果 [19]。

而乐观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是一种稳定

的人格特质[20，21]。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积极地期

望，而跨期选择也涉及到对未来时间选项的选择，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获益和损失情境对被试的跨期选择有

不同的影响，被试在损失情境下比在获益情境更偏

好选择即时选项。

假设 2：乐观水平的高低会对跨期选择产生影

响，高乐观水平个体在获益情境下更偏好即时选项，

低乐观水平个体在损失情境下更偏好即时选项。

1 方 法

1.1 被试

从山东某大学随机选取大学生 120名，采用陆

文春等编制的大学生乐观问卷对大学生进行施测，

依据问卷计分原则计算出总分，按总分高低排序，取

总分排名前27%的被试为高分组，共29人(14男，15
女)，即高乐观水平组(n=29，M=70.06，SD=5.14)；排名

后 27%的被试为低分组，共 31人(12男，19女)，即低

乐观水平组(n=31，M=54.12，SD=4.46)。对高乐观水

平组与低乐观水平组的性别构成进行χ2检验，χ2=
1.07，P=0.30，高、低乐观水平组的性别构成差异不

显著。最终选取被试 60人，平均年龄 19.18±0.89。

参加实验的所有被试均遵从自愿原则，身心健康, 裸
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实验后给予一定的

报酬。

1.2 实验材料

1.2.1 乐观问卷 乐观问卷采用陆文春等编制的

大学生乐观问卷，问卷包括愉悦感、积极认知和消极

认知三个维度。问卷总分越高，表明乐观倾向越明

显。在本次研究中，总问卷和各维度分问卷的Cron⁃
bach α系数分别为0.884、0.821、0.819和0.764。
1.2.2 跨期选择任务 选择任务通常包括时间和

结果两个维度，任务中给被试同时呈现两个决策选

项，一个小而立即的金额选项(Smaller-Sooner, SS)和
一个大而延迟的金额选项(Larger-Later, LL)，要求被

试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如“现在获得40元和

一个月后获得 42元”。选项的延迟时间有两种，分

别是“今天-半月后，今天-一月后”，两选项金额的

差值率为5%，10%，15%，25%，35%，50%，70%，95%
[14，22]。在获益(损失)情境下，告知被试将得到(失去)
一笔金钱，有两种方式发放(收交)这笔钱，一种是立

即得到(失去)一笔相对较少的金钱，一种是延迟一

段时间后得到(失去)一笔相对较多的金钱，实验时

选择选项中数字表示得到(失去)的金额，时间表示

兑换(失去)的时间。

1.3 实验程序和设计

跨期选择任务时，所有被试均在计算机上完成

实验，实验程序通过软件E-prime2.0呈现。如图 1
所示，首先，在屏幕中间出现一个黑色“+”提醒被试

开始实验，接着会呈现一个随机空屏(600-800ms)，
然后呈现跨期选项，屏幕左侧为小而立即的选项，右

侧为大而延迟的选项，被试要求在这一界面做出选

择，选择左侧选项按F键，选择右侧选项按 J键，按键

后再次呈现该选项，但选中的选项下的三角形会由

黄色变为红色，持续 1000ms，最后经过 500ms的空

屏进入下一个 trial。整个实验分为 2个 block，一个

为获益情境，一个为损失情境，每种情境下有 64个
trials。为了平衡顺序效应，两个block呈现的顺序在

被试间随机。图片中的“+”号表示获益，“-”号表示

损失。开始正式实验前，先进行练习实验，目的是让

被试熟悉实验操作程序。

实验采用2(被试类型：高乐观水平组、低乐观水

平组)×2(情境：获益、损失)×2(延迟时间：半月、一月)
混合设计。被试间变量为被试类型，情境和延迟时

间均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选择反应，即被

试选择小而立即选项(即时选项)的百分比，由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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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选择的反应时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差异，因此将

反应时也作为一个因变量指标。

图1 跨期选择任务流程图

2 结 果

为了验证分组的有效性，对高乐观水平组和低

乐观水平组的乐观总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t
(58)=12.54，P<0.01，Cohen’s d=3.30 ，即高乐观水平

组 (M=70.06，SD=5.14)和低乐观水平组 (M=54.12，
SD=4.46)总分差异显著，两组被试在乐观水平上确

实存在差异。

2.1 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

对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进行 2(被试类

型：高乐观水平组、低乐观水平组)×2(情境：获益、损

失)×2(延迟时间：半月、一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统

计结果表明，情境主效应显著，F(1, 58)=8.94，P<
0.05，η2=0.13，在损失情境下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百

分比显著大于获益情境下被试选择的百分比。延迟

时间主效应显著，F(1, 58)=6.79，P<0.05，η2=0.11，延
迟时间为一月时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大于延

迟时间为半月时被试选择的百分比。被试类型和情

境的交互效用显著，F(1, 58)=4.85，P<0.05，η2=0.07；
被试类型和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F(1, 58)=4.28，P<
0.05，η2=0.07；情境和延迟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F
(1, 58)=80.90，P<0.01，η2=0.58。情境、延迟时间和被

试类型的三重交互效应不显著，F(1, 58)=3.88，P=
0.06（见表1）。

表1 高、低乐观水平组在不同实验条件下选

择即时选项百分比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进一步对被试类型和情境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高乐观水平组被试在获益和损失情境下选择

即时选项的百分比无显著差异，F(1, 58)=0.30，P=
0.58；而低乐观水平组被试在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

境下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F(1, 58)=13.96，P<
0.01，η2=0.19。反过来，获益情境下，被试类型主效

应显著，高乐观水平组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

大于低乐观水平组被试选择的百分比，F(1, 58)=
4.53，P<0.05，η2=0.07；而在损失情境下，高、低乐观

水平组的差异不显著，但临近边缘显著，F(1, 58)=
3.37，P=0.07，η2=0.06。对被试类型和延迟时间进行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高乐观水平组，延迟时间的主

效应显著，延迟时间为一月时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

百分比大于延迟时间为半月时被试选择的百分比，

F(1, 58)=10.57，P<0.05，η2=0.15；但在低乐观水平组，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对情境和延迟时

间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不管是在获益还是损失

情境下，延迟时间的主效应都显著。

2.2 反应时

对反应时进行2(被试类型：高乐观水平组、低乐

观水平组)×2(情境：获益、损失)×2(延迟时间：半月、

一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统计结果表明，情境主效

应不显著，F(1, 58)=2.11，P=0.15；延迟时间主效应不

显著，F(1, 58)=0.12，P=0.72；情境和被试类型交互效

应不显著，F(1, 58)=1.31，P=0.25；延迟时间和被试类

型交互效应不显著，F(1, 58)=1.92，P=0.17；情境和延

迟时间交互效应显著，F(1, 58)=6.43，P<0.05，η2=
0.11；情境、延迟时间和被试类型的三重交互效应不

显著，F(1, 58)=2.85，P=0.09。对情境和延迟时间进

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获益情境下，延迟时间为半

月时被试的反应时长于延迟时间为一月时被试的反

应时，F(1, 58)=4.35，P<0.05，η2=0.08；损失情境下，二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
表2 高、低乐观水平组在不同实验条件

下选择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3 讨 论

为了研究不同乐观水平的大学生的跨期选择倾

向，研究首先采用陆文春等编制的大学生乐观问卷

组别

高乐观水平组

低乐观水平组

延迟时间

半月

一月

半月

一月

情境

获益(%)
46.01±3.97
59.69±4.33
37.29±3.84
44.25±4.19

损失(%)
60.99±4.75
53.44±5.04
72.68±4.59
66.43±4.87

组别

高乐观水平组

低乐观水平组

延迟时间

半月

一月

半月

一月

情境

获益(ms)
1641.04±123.58
1789.25±126.43
1769.85±125.93
1892.06±128.84

损失(ms)
2184.51±213.91
1938.00±200.11
1850.33±217.98
1893.61±2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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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了两类乐观水平不同的群体：高乐观水平组和

低乐观水平组，然后让这两类群体进行经典跨期选

择任务，并分析了两类群体在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

比和反应时指标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不论是高乐

观水平组还是低乐观水平组，被试在损失情境下比

在获益情境下更偏好于即时选项，这一结果验证了

假设1，且这一结果与前人的发现一致[16]。这可能是

因为人们在损失金钱时比在获得金钱时更敏感，更

厌恶损失金钱，在面对小而立即的损失和大而延迟

的损失时，更倾向于降低自己的损失，不愿扩大自己

的损失，故更偏好小而立即的选项。而且人都有及

时止损的心理，面对损失时，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小而

快速的方法来应对损失。面对损失，延迟的时间越

长，人们在等待的过程中要忍受的痛苦也越大。在

跨期选择领域，时间折扣是一重要概念，所谓时间折

扣(temporal discounting)，是指人们会根据将来获益

或损失的延迟时间对其效用进行折扣，折扣后的效

用小于原来的效用[17]。时间折扣率越大，人们越偏

好即时选项。在本实验中，在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

境下，人们更偏好即时选项，即在损失情境下的折扣

率大于在获益情境下的折扣率，这意味着出现了“反

符号效应”。虽然“反符号效应”是一种与传统跨期

选择模型相悖的现象，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反符号

效应”更加有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如俗语所

说，长痛不如短痛，无债一身轻。

另外，研究发现，延迟时间的长短也会对被试的

跨期选择产生影响，与延迟时间为半月相比，当延迟

时间为一月时被试更偏好于选择即时选项。这意味

着时间间隔在跨期决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随

着时间间隔的变化，被试的选择也会发生相应的改

变[23]。何嘉梅等研究发现，时间折扣具有分段性，从

现在到未来两周内和从未来两周到未来十年分属为

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其心理状态不同。在未来两周

内生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最低，随着时间的延迟，未

来的不确定性越大，发生不可预期的事情的的可能

性就越大[24]。所以在延迟时间为一月时人们更愿意

选择即时选项。在反应时的结果上，不同的情境和

不同的延迟时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都无显著差

异。情境和延迟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获益情境下，

延迟时间为一月时被试的反应时短于延迟时间为半

月时被试的反应时。这可能是因为在时间间隔这一

维度上的差异大于金钱差异维度上的差异，时间间

隔越大，被试越容易做出选择。

本研究发现被试类型与情境的交互效用显著，

高乐观水平组被试在两种情境下都偏好选择即时选

项；而低乐观水平组被试在损失情境比在获益情境

下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这与Mariëtte Berndsen等
[19]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Mariëtte Berndsen认为高乐

观主义者对获得即时的收益以便在未来时可以创造

额外的价值这一看法更乐观，换句话说，获得立即的

收益可能伴随着在未来的时间下获得额外收益的希

望。但在损失情境下，Mariëtte Berndsen认为高乐观

主义者对损失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得到避免这一

观点持乐观的态度，更偏好于大而延迟的选项，在本

研究中，高、低乐观水平组的被试在损失情境下都偏

好即时选项，这与Mariëtte Berndsen等在损失情境上

的研究结果未达到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实

验设计与其不同，在Mariëtte Berndsen的研究中，其

损失情境设置为公司出现了财政危机，需要减少薪

水，这一情境下人们会出现强烈的厌恶感和不满感，

促使被试极力地想逃避这一情境，避免自己的薪水

出现损失。而本研究中，为在损失情境下研究更广

范围内的被试反应倾向，故未设置具体生动的单一

情境，但依然表现出损失情境下，高乐观水平组被试

更偏好延迟选项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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