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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判断指个体在特定情景中对自己的收入或

者支付公平与否的一种主观感知和评价。日常消费

过程中，我们经常面临各种商品价格公平与否的判

断，对于同一价格的商品，往往会根据商家的描述和

自身经验来进行公平判断[1]。关于公平判断的研究

最早由Kahneman等人的社会调查中，他们发现框架

会对个体的公平判断产生影响，即损失框架（消极）

下的价格公平判断低于未得框架（积极）[2-6]。随后，

框架对公平判断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决策心理学

领域，包括不同情景下积极或消极框架对公平判断

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框架效应。具体而言，资源分

配的决策情景中，人们在积极框架下对基于功劳、能

力、努力、需要和年资等非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比消

极框架下感到更公平[7-9]。在奖金分配决策情景中，

人们对奖金分配结果的公平感知明显受到数字信息

的不同呈现方式的影响（如“缺勤率：3% vs. 9%”和

“出勤率：97% vs. 91%”)[10，11]。在“亚洲疾病问题”情

景中，个体处于积极框架下的公平感要高于处于消

极框架下的公平感[12]。由此可以推断，在消费决策

领域，积极/消极框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

的公平判断。据此，提出假设 1：相对于消极框架

（损失、未失），积极框架（未得、获得）能够提高个体

的公平判断。

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由Kahneman和

Tversky1979年在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中首次提

出，它是指人们在做出公平判断时，会不自觉地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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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工作、租金或价格等预设一参照点，交易时会依

据该参照点做出公平与否的评价和判断[13]。在公平

判断领域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垂直性”的劳资或买

卖双方的参照点和“水平性”的基于社会比较的参照

点对个体公平判断的影响 [14，15]。前者指公平判断

中，劳资或买卖双方存在的双向权利，个体根据期

望、市场平均价格和历史交易价格等设置参照点，而

卖方根据成本、供需关系等设置参照点。后者指无

论薪酬或商品价格的高低，个体将社会他人的薪酬

或购买商品时的价格作为参照点，以衡量公平与

否。例如，Gielissen等人在荷兰开展的实证研究发

现，基于成本或近期的市场价格而制定的商品价格

被认为更加公平[16]。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现实情

境中，个体往往面临多参照点同时存在的现象，此时

多参照点会同时作用于公平判断过程 [17]。例如，

Ordóñez等人在一项关于MBA毕业生薪酬水平的公

平判断研究中发现，同时存在的两个参照点各自独

立地对公平判断及满意度产生影响[18]。而根据预期

理论，框架效应可以通过参照点的转换进行解释，即

个体因框架效应形成不同的参照点，从而产生不同

的得失知觉，导致个体公平判断上的差异。那么，框

架效应和参照点是否可以同时影响公平判断？是否

存在交互作用？以往研究尚未关注这一重要问题，

Kahneman等人的研究也仅在不同的问题情景中分

别发现框架和参照点对公平判断的影响 [2]。因此，

本研究实验2拟同时操纵得失框架和单双参照点两

因素，来探讨框架和参照点对公平判断的共同影

响。其中，将商品标价和历史交易价格作为商品现

价的两参照点，通过“提价”、“降价”和“恢复原价”等

表述方式操作实验中的单双参照点。据此，提出假

设2：得失框架和单双参照点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

两者对公平判断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

1 实验1

1.1 实验1a
1.1.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湖北某高校

196名本科生为被试，其中男生 81人，女生 115人，

平均年龄20.25±1.57岁。其中未得框架组98人（男

生40人，女生58人），损失框架组98人（男生41人，

女生57人）。

1.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

计。自变量：损失框架（临时提价）和未得框架（恢复

标价），因变量：价格公平判断的选择比例。

1.1.3 实验材料 改编自Kahneman等人研究中的

问题情景 [2]。本研究共包括两种情景问题，在问题

情景中，被试准备购买一款电脑，但电脑的价格在不

断波动，在未得框架（恢复标价）时：你被商家告知该

型号电脑目前货源不足，原本一直在标价4500元的

基础上降价 500元出售，现在则恢复标价 4500元出

售给你。在损失框架（临时提价）时：你被商家告知

该型号电脑目前货源不足，原本一直以标价4000元
出售，现在则在标价基础上提价 500元出售该电脑

给你。请问您对商家调整该电脑售价的看法是：A
非常公平；B可以接受；C不太公平；D很不公平。

1.1.4 结果与分析 对两种框架下被试价格公平

判断的统计结果见表1，根据Kahneman等人研究中

的编码方式 [2]，将“非常公平”和“可以接受”编码为

“公平”，将“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编码为“不公

平”，以此来对两种框架下判断价格公平与否的人数

比例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损失框架下的被试对

“以 4500元出售”判断不公平的比例显著高于未得

框架下的被试（χ(1)2=18.496, P=0.000, Φ=0.307）。这

说明，尽管总体上讲，两种框架下的多数被试（54%
vs.73%）都认为卖家“以4500元出售”的做法是不公

平的。但相对于未得框架下，处于损失框架下的被

试有更大比例觉得“以4500元出售”是不公平的，即

被试的价格公平判断受到了框架的显著影响，假设

1得到验证。

表1 不同框架下的价格公平判断结果（N =196）

1.2 实验1b
1.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湖北某高校

124名本科生为被试，删除未能完成实验的被试 1
人，最终获得有效实验被试123人，其中男生28名，

女生95名，平均年龄19.70±0.95岁。其中获得框架

组 61人（男生 14人，女生 47人），未失框架组 62人

（男生14人，女生48人）。

1.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

计。自变量：获得框架（临时降价）和未失框架（恢复

原价），因变量：价格公平判断总均分。

1.2.3 实验材料 （1）问题情景：改编自Kahneman
等人研究中的问题情景[2]。本研究共包括两种情景

问题，在问题情景中，被试准备购买一款电脑，但电

脑的价格在不断波动，在获得框架下时：你被商家告

知该型号电脑目前货源充足，原本一直以标价5000

未得框架（恢复标价）

损失框架（临时提价）

非常公平

（%）

0
0

可以接受

（%）

45.9
27.2

不太公平

（%）

41.8
46.3

很不公平

（%）

12.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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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出售，现在可以在标价基础上降价 500元出售给

你。在未失框架下时：你被商家告知该型号电脑目

前货源充足，原本一直在标价4500元的基础上提价

500出售，现在可以恢复标价以4500元出售给你。

（2）公平判断量表：本实验所用公平判断量表改

编自Van DBK研究中所使用的公平判断量表[19]，包

含公平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个条目，量表采用9
点计分（1为“非常不公平”，9为“非常公平”），得分

越高，公平感越高。经检验，本研究该量表的α系数

为0.89。
1.2.4 结果与分析 对两种框架下的价格公平判

断总均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获得框架下被

试的公平判断总均分显著高于未失框架下被试的公

平判断总均分，结果见表2。这说明同样是“以4500
元出售”，与未失框架下相比，获得框架下被试认为

价格更加公平，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获得框架下的价格公平判断结果（N=123）

2 实验2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湖北某高校 240名本科

生为被试，删除未能完成实验的被试 10人，最终获

得有效实验被试 230人，其中男生 63人，女生 167
人，平均年龄 19.77±0.87岁。其中，单参照点-获得

框架组 58人（男生 16人，女生 42人）；双参照点-获
得框架组 57人（男生 16人，女生 41人）；单参照点-
损失框架组 57人（男生 15人，女生 42人）；双参照

点-损失框架组58人（男生16人，女生42人）。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2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 1
为得失框架（获得框架、损失框架），自变量2为单双

参照点（单参照点为商品标价；双参照点为商品标价

和历史交易售价）。因变量：公平判断总均分。

2.3 实验材料

2.3.1 问题情景 改编自Kahneman等人研究中的

问题情景 [2]。本研究共包括四种情景问题，在问题

情景中，主要介绍被试准备购买一款电脑，但电脑的

价格在不断波动，在单参照点-获得框架时，你被商

家告知该型号电脑目前货源充足，原本一直以标价

4500元出售，现在可在标价基础上降价 500元出售

给你。在双参照点-获得框架时：你被商家告知该

型号电脑目前货源充足，原本一直在标价4500元的

基础上提价 500元出售该电脑，但现在可在标价基

础上降价500元出售给你。单参照点-损失框架时：

你被商家告知该型号电脑目前货源紧张，原本一直

以标价3500元出售该型号电脑，现在则在标价基础

上提价500元出售给你。双参照点-损失框架时：你

被商家告知该型号电脑目前货源紧张，原本一直在

标价 3500元的基础上降价 500元出售该电脑，现在

则在标价基础上提价500元出售给你。

2.3.2 公平判断量表 同实验1b。
2.4 结果与分析

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P=0.18，差异不显著，

方差呈齐性。对被试在不同框架和参照点时的公平

判断总均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得失框架的主效应显

著（F（1, 226）=69.98，P<0.001, η2 =0.86），获得框架的公

平判断总均分显著高于损失框架；单双参照点的主

效应显著（F（1, 226）=20.61，P<0.001, η2=0.24），单参照

点的公平判断总均分显著高于双参照点；得失框架

和单双参照点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显著（F（1, 226）=7.02，
P<0.01, η2 =0.03）。进一步的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

单参照点-获得框架的公平判断总均分显著高于双

参照点-获得框架间的公平判断总均分（t(116) =4.97,
P<0.001, d=1.00）；单参照点-损失框架和双参照点-
损失框架间的公平判断总均分差异不显著（t(114) =
1.37, P>0.05, d=0.29）。这说明，与损失框架相比，获

得框架下被试的公平感更高；与双参照点相比，单参

照点-获得框架下被试有更高的公平感，假设2得以

验证。

表3 不同框架和参照点下的价格公平判断结果（N=230）

3 讨 论

本研究中三个渐次展开的实验结果发现，不同

的框架会对价格公平判断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实

验1a验证了Kahneman等人关于在不同框架下的编

码方式的差异[2]，即虽然最终均“以4500元出售”，但

人们将“提价 500元出售”编码为“损失”，所以会认

为不公平，但将取消优惠 500元”编码为“未得”，认

为是还可以接受的事件。而实验 1b进一步将研究

扩展到获得和未失框架下，同样发现了框架效应对

人们编码方式的影响，相对于未失框架“取消提价

框架

获得框架

未得框架

M
6.20
5.14

SD
1.88
1.93

t
3.09

P
0.002

d
0.60

公平判断总均分

获得框架（M±SD）
单参照点

6.32±1.79
双参照点

4.58±1.97

损失框架（M±SD）
单参照点

3.65±1.97
双参照点

3.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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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获得框架“降价 500元出售”提升了个体的

公平判断。实验2中考察了获得和损失框架对人们

公平判断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单参照点还

是双参照点情景下，与损失框架相比，获得框架显著

提高了人们的公平判断；而损失框架显著降低了人

们的公平判断。该研究结果与 Liberman等人的研

究结果一致，Liberman研究发现相对于消极框架，积

极框架能显著提升个体的公平判断，即人们的公平

感往往不仅仅由事件的真实结果导致的，而是更多

的受到结果的描述方式所影响 [4]。据此，呈现或操

纵不同框架的确会对个体的公平判断及心理感受造

成显著影响，进而可预期地改变个体的判断与决策。

在本研究中，还发现同为“在标价基础上涨价

500元出售”的双参照点-损失框架时的公平感低于

单参照点-损失框架，但差异不显著，这是因为虽然

在客观价值上两对框架的区别是倍数之差，但在主

观感受和效用评价上存在边际效用及敏感性递减的

规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框架间的价格差距
[12]。最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在标价基础上降价 500
元出售”的单参照点-获得框架和双参照点-获得框

架间的公平判断差异显著，单参照点时的公平感显

著高于双参照点，这一结果与实验1b的研究结果有

所差异。事实上在双参照点-获得框架下被试相当

于获得了比单参照点-获得框架情景下更大的优

惠，这对于被试来说应该是多多益善，公平判断却出

现反转，这除了上述提到的主观感受和效用评价存

在边际效用及敏感性递减的原因，还因为在本研究

中的因变量指标是公平判断，获利过多也是一种“不

公平”，因而被试在获利更多的双参照点情景下做出

的公平判断反而低于获利更少的单参照点情景。该

结果与前人关于“多得”时感觉不公平现象的研究结

果类似[13，16]。据此，个体在进行公平判断的时候，其

行为具有亲社会性，不仅在意自身损失导致的社会

不公平，而且也关注自身得利过多导致的社会不公

平。因此，人们在进行公平感判断时不仅仅从自利

动机出发，也存在一种基于亲社会行为的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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