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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指个体被某一社会团

体或他人拒绝、无视、孤立等的现象[1]。为应对被排

斥后缺失的心理需要，个体常采用购物的方式即补

偿性消费 [2]来弥补，所购物品中有一类属于拟人化

产品(anthropomorphized brand)，即产品被赋予人的

特征并令其被感知为人[3]。本研究将探讨遭受不同

类型排斥的个体是否会偏好不同类型的拟人化产

品。

先前研究者认为个体受排斥后的补偿性消费行

为是重建自我概念的方式，目的在于修复人际关系[4]

或提高存在感[5，6]。但近几年研究者们开始从新的

视角看待补偿性消费，认为消费者可以直接与拟人

化产品建立关系，以替代真实生活中的社会联结。

新近研究结果证实被排斥个体更偏好拟人化产品[7，

8]，拟人化产品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真实生活中

的人际关联[9]。根据拟人化产品在与消费者的关系

中承担的不同角色，拟人化产品有两种类型：伙伴型

(anthropomorphized partner brand)和仆人型(anthropo⁃
morphized servant brand)。伙伴型产品指产品和消费

者为合作关系，是消费者利益的共同创造者；仆人型

产品指产品是消费者利益的提供者，产品为消费者

创造价值[10]。

在现有关于排斥和拟人化消费的研究中，并未

区分不同拟人化产品的差异，主要从弥补关系需要

的角度进行探讨，但实际上不同排斥类型威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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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要存在差异。被拒绝(being rejected)和被忽视

(being ignored)是两种主要的排斥类型 [11]。根据需

要-威胁模型(the need-threat temporal model)[12]，被拒

绝个体直接得到他人的消极评价，体会到强烈的社

会联结损失感，关系需要(relational needs；包括归属

感和自尊)受到严重威胁；而忽视型排斥更加间接和

隐蔽，被忽视个体体会到社会交往失败感，效能需要

(efficacy needs；包括控制感和存在意义)受到严重威

胁[13]。进一步这种心理需要受损的差异会体现在补

偿性消费中，比如被拒绝个体通过慈善捐款以弥补

关系需要，被忽视个体则通过炫耀性消费以弥补效

能需要[13]。

那么遭受不同类型排斥后是否也会偏好不同的

拟人化产品呢？已有研究表明伙伴型和仆人型拟人

化产品会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伙伴型产

品因其彰显热情和温暖的特质受到高归属需要消费

者的偏好[14]，而这种归属感正是被拒绝个体迫切需

要弥补的；而仆人型产品则会让消费者支配感更强
[15]，当个体被忽视存在意义和控制感需要受损时，可

能更倾向于使用仆人型产品进行弥补。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比于仆人型拟人化产品，被拒绝个体

更偏好伙伴型拟人化产品；假设2：相比于伙伴型拟

人化产品，被忽视个体更偏好仆人型拟人化产品。

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平行的实证研究对上述假设

进行检验。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通过真实和回溯性

范式启动个体的排斥感，检验被拒绝和被忽视后个

体是否会偏好不同类型的拟人化产品。

1 研究一 真实情境的社会排斥对拟人化消

费的影响

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检验两个假设，探讨遭受不同类型

社会排斥（被拒绝 vs.被忽视）后，个体是否会偏好不

同类型拟人化产品（伙伴型vs.仆人型）。

1.2 研究方法

1.2.1 被试 参考前人研究中采用真实范式启动

排斥后消费选择的效应量[13]，本研究估计效应量η2=
0.14，在α=0.05水平下，采用G*Power3.1[16]计算所需

被试 58人。招募有效大学生被试 62人，其中女生

46 人 (74.19%)，平均年龄 19.61 岁 (SD=2.08, 17~25
岁)。拒绝组31人，女生20人(64.5%)；忽视组31人，

女生26人(83.9%)。
1.2.2 研究设计 采用 2（社会排斥：被拒绝 vs. 被

忽视）×2（拟人化产品：伙伴型 vs. 仆人型）的混合实

验设计，前者为被试间变量，后者为被试内变量。

1.2.3 研究程序及实验材料 首先将被试随机平

均分配到拒绝组和忽视组中，进行相应的排斥启动

及操纵检验；接着分别评定对伙伴型和仆人型产品

的偏好，并选择产品。

拒绝感启动：采用个体排斥-偶然排斥范式启

动拒绝感[17]。告知被试这是“第一印象影响人际交

往的研究”，需要其与一名陌生人（假被试）同时在两

个实验室参与实验，两名被试事先不会见面。首先

双方各自填一份人格问卷，之后由主试将两人的问

卷交换，在阅读对方的人格问卷后勾选是否愿意与

其面对面交流，并由主试交换双方的选择。被试获

得的反馈均为对方不愿意与其面对面交流。

忽视感启动：采用修改后的Cyberball范式[18]启

动忽视感。告知被试这是“视觉想象力”的研究，游

戏目的在于训练心理想象能力以便进行后续实验，

需要三名被试同时在相邻的实验隔间内联机玩抛球

游戏，三名被试事先不会见面。在游戏中，小球共被

投递30次，被试只在最开始接到3次球，之后便不再

接到球。

社会排斥操纵检验：要求被试根据当下感受，评

估自己被其他参与者排斥、拒绝和忽视的程度。采

用 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同时忽

视组还需回答在游戏中接到球的比率。

拟人化产品：向被试呈现两款功能相同的手机

语音助手“Cyber”的广告。伙伴型广告语为“与你相

伴，风雨同舟”；仆人型广告语为“听您所想，应您所

需”。被试需要分别评价对两款产品的喜爱程度和

使用意愿（1=非常不喜欢/非常不愿意使用，10=非常

喜欢/非常愿意使用），并从中选择一款最想购买的

产品。

上述两款产品通过预实验进行了评定。在正式

实验前招募被试(N=60)分别评定两款广告的伙伴感

和仆人感，题目为“我觉得Cyber是我的伙伴”和“我

觉得Cyber是我的仆人”，采用8点计分（1=完全不同

意，8=完全同意）；以及对两款产品的喜爱程度和使

用意愿（同正式实验）。结果表明，对伙伴型广告被

试报告的伙伴感(M=6.07, SD=1.14)显著高于仆人感

(M=4.80, SD=1.69)，t(29)=3.56，P=0.001，d=1.32；对仆

人型广告被试报告的仆人感(M=5.90, SD=1.52)显著

高于伙伴感 (M=4.73, SD=1.66)，t(29)=2.70，P<0.05，
d=1.00；同时在喜爱程度(t(58)=0.45, P>0.05; M±SD伙

伴型=6.27±0.98; M±SD 仆人型=6.13±1.31)和使用意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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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10，P>0.05; M±SD伙伴型=5.67±1.09; M±SD仆人型=
5.63±1.47)上两种产品无显著差异。预实验的结果

表明这两种拟人化产品符合研究要求。

1.3 研究结果

1.3.1 社会排斥操纵检验结果 独立样本 t检验的

结果显示，拒绝组 (M=4.48, SD=1.41)和忽视组 (M=
4.61, SD=1.48)的排斥感无显著差异，t(60)=0.35，P>
0.05；拒绝组的拒绝感显著高于忽视组(M 拒绝组=5.26,
SD=1.06 vs. M 忽 视 组 =3.81, SD=1.42)，t(60) =4.55，P<
0.001，d=1.16；忽视组的忽视感高于拒绝组(M 拒绝组=
2.61, SD=1.26 vs. M 忽视组=5.35, SD=1.42)，t(60)=8.99，
P<0.001，d=2.28；同时忽视组报告的接球率 (M=
14.52% , SD=7.30% )显著低于理想平均接球率

(33.33%)，t(30)=14.35，P<0.001，d=5.24。上述结果说

明本研究对拒绝感和忽视感的操纵有效。

1.3.2 拟人化产品偏好态度 考虑到喜爱程度和

使用意愿两方面的评分相关较高，且均反映了个体

对产品的偏好态度，参考Chen等人[7]的合成方法，将

伙伴型产品的喜爱程度和使用意愿平均分作为对伙

伴型产品的偏好态度得分(α伙伴=0.74; M 拒绝组=7.31,
SD=1.66; M 忽视组=6.39，SD=1.52)；仆人型产品的偏好

态度得分计算与之相似(α仆人=0.87; M拒绝组=5.90, SD=
2.00; M忽视组=7.29, SD=1.45。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8)=0.002，P>0.05，产品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8)=2.08，P>0.05，交互作用显著，F(1, 58)=5.30，P<
0.001，ηp

2=0.084。其中拒绝组对伙伴型产品的偏好

态度显著高于仆人型，F(1, 58)=11.37，P=0.001，ηp
2=

0.19，验证了假设 1；忽视组对仆人型产品的偏好态

度显著高于伙伴型，F(1, 58)=4.38，P<0.05，ηp
2=0.07，

验证了假设 2。总的来说，被拒绝个体更偏好伙伴

型产品，而被忽视个体更偏好仆人型产品。

1.3.3 拟人化产品选择 对产品选择进行卡方检

验，拒绝组和忽视组在产品选择上差异显著，χ2=
14.76，P<0.001，Cramer V=0.49。具体而言，拒绝组

中选择伙伴型产品(80.65%)的人数显著多于仆人型

(19.35%)，χ2=11.65，P=0.001，验证了假设 1；忽视组

中选择仆人型产品(67.74%)的人数显著多于伙伴型

(32.26%)，χ2=3.91, P<0.05，验证了假设2。
1.4 讨论

研究一采用真实体验的排斥范式操纵拒绝感和

忽视感，结果验证了两个假设，即相比于仆人型产

品，被拒绝个体在态度上更偏好伙伴型产品，也更愿

意选择购买伙伴型产品；而相比于伙伴型产品，被忽

视个体更偏好仆人型产品，其偏好也表现在实际选

择行为中，具有中等偏上的效应。

虽然研究一验证了假设，但存在一些缺憾。首

先被试样本为大学生群体，使得研究结果的推广性

受限；其次未考虑可能影响消费行为的人口学变量，

比如收入和消费水平等；最后未设置控制组进行对

比，无法确定拒绝组和忽视组对产品的偏好是由排

斥带来的效应，还是被试自身的偏好差异。因此研

究二将力求弥补研究一的不足之处，对研究假设再

次验证，以期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具体而言，研究

二将选取工作人群作为样本，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

并设置控制组作为对照，同时将更换社会排斥范式。

2 研究二 回溯性社会排斥对拟人化消费的

影响

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再次检验两个假设，考察相比于未

受到排斥的个体，被拒绝的个体是否会更偏好伙伴

型产品，被忽视的个体是否会更偏好仆人型产品。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考虑到本研究采用回溯性范式启动

排斥，相较研究一中的真实情境排斥启动强度更弱，

因此重新估计效应量，预估交互作用效应偏小即η2=
0.01，在α=0.05水平下，采用G*Power3.1[16]计算所需

样本 387 人。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www.sojump.

com）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93份。其中女性

197 名 (50.1%)，平均年龄 32.24 岁 (SD=6.42, 17~60
岁)，平均月收入9296.12元(SD=27438.16)，平均月支

出 3954.64 元 (SD=4292.18)，平均工作年限 9.15 年

(SD=6.96)。拒绝组 132人，女性 65人(49.2%)；忽视

组 131人，女性 65人(49.6%)；控制组 130人，女性 67
人(51.5%)。
2.2.2 研究设计 采用 3（社会排斥：被拒绝 vs. 被
忽视 vs. 控制组）×2（拟人化产品：伙伴型 vs. 仆人

型）的混合实验设计，前者为被试间变量，后者为被

试内变量。

2.2.3 研究程序及实验材料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

配到拒绝组 (N=132)、忽视组 (N=131)和控制组 (N=
130)中，进行相应的排斥操纵以及操纵检验；接着分

别评定对伙伴型和仆人型产品的偏好程度，以及产

品选择；最后收集人口统计学信息。

社会排斥的操纵及检验：采用回忆范式启动社

会排斥[11]。拒绝组和忽视组分别回忆生活中被他人

拒绝或忽视的经历，控制组回忆过去一天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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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写下过程、结果和感受，分别不少于 30字。

接着进行操纵检验，要求被试对当时感受到的拒绝

感和忽视感进行评估，采用 8点计分（1=完全没有，

8=非常强烈）。

拟人化产品：向被试呈现“斯沃特”品牌的两款

功能相同的智能机器人广告。伙伴型广告强调陪

伴，仆人型广告则强调服务。被试需要分别评价对

两款产品的喜爱程度（两道题：令人喜欢的和符合心

意的）和购买意愿，采用8点计分（1=令人不喜欢的/
不合心意的/不愿意购买的；8=令人喜欢的/合心意

的/愿意购买的），并从中选择一款最想购买的产品。

上述两款产品通过预实验进行了评定。在正式

实验前招募被试(N=60)分别评定两款广告的伙伴感

和仆人感，同研究一的预实验；以及对两款产品的喜

爱程度和购买意愿（同正式实验）。结果表明，对于

伙伴型广告被试报告的伙伴感(M=5.61, SD=1.10)显
著高于仆人感 (M=4.72, SD=1.01)，t(29) =3.14，P<
0.01，d=1.23；对于仆人型广告被试报告的仆人感

(M=6.24, SD=1.12)显著高于伙伴感 (M=5.03, SD=
1.57)，t(29)=3.83，P<0.01，d=1.35；同时在喜爱程度(t
(58)=0.74, P>0.05; M±SD伙伴型=6.65±0.87; M±SD仆人型=
6.5±0.91)和购买意愿(t(58)=0.58, P>0.05; M±SD伙伴型=
5.87±1.65; M±SD仆人型=5.89±1.52)上两种产品无显著

差异。预实验的结果表明这两种拟人化产品符合研

究要求。

2.3 研究结果

2.3.1 社会排斥操纵检验结果 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对比三组被试的拒绝感和忽视感。在拒绝感上

三组差异显著(M 拒绝组=7.05, SD=1.04 vs. M 忽视组=5.89,
SD=1.75 vs. M控制组=2.35, SD=1.56)，F(2, 390)=358.99，
P<0.001，ηp

2=0.65，具体而言，拒绝组的拒绝感显著

强于另外两组。在忽视感上三组差异显著(M 拒绝组=
5.69, SD=1.93 vs. M 忽视组=6.83, SD=1.02 vs. M 控制组=
2.30, SD=1.53)，F(2, 390)=305.86，P<0.001，ηp

2=0.61，
具体而言，忽视组的忽视感显著强于另外两组。上

述结果表明本研究中对拒绝和忽视的操纵有效。

2.3.2 拟人化产品偏好态度 采用与研究一相同

的方式计算伙伴型产品的偏好态度得分(α伙伴=0.91;
M 拒绝组=6.33, SD=1.51; M 忽视组=5.83, SD=1.49; M 控制组=
5.96，SD=1.62)和仆人型产品的偏好态度得分(α仆人=
0.93; M拒绝组=5.71, SD=1.63; M忽视组=6.26, SD=1.54; M控

制组=5.81, SD=1.80)。控制性别、年龄、月收入、月消

费和工作年限后，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社会排斥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 385)=

1.04，P>0.05，拟人化产品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385) =1.28，P>0.05，交互作用显著，F(2, 385) =
6.39，P=0.002，ηp

2=0.032。其中拒绝组对伙伴型产

品的偏好态度显著高于仆人型，F(1, 385)=8.00，P<
0.01，ηp

2=0.02；忽视组对仆人型产品的偏好态度显

著高于伙伴型，F(1, 385)=3.64，P<0.05，ηp
2=0.01；控

制组对两种产品的偏好态度无显著差异，F(1, 385)=
0.48，P>0.05。总的来说，被拒绝个体更偏好伙伴型

产品，被忽视个体更偏好仆人型产品，而未被排斥个

体对两类产品无明显偏好。

2.3.3 拟人化产品选择 对产品选择进行卡方检

验，结果表明三组被试的产品选择具有显著差异，χ2=
22.60，P<0.001，Cramer V=0.24。进一步对各组分别

进行卡方检验，拒绝组中选择伙伴型产品(65.15%)
的人数显著多于仆人型产品(34.85%)，χ2 =12.12，P<
0.001；忽视组中选择仆人型产品(64.12%)的人数显

著多于伙伴型产品(35.88%)，χ2=10.45，P=0.001；而
控制组对伙伴型(49.23%)和仆人型(50.77%)产品的

选择没有显著差异，χ2=0.03，P>0.05。
2.4 讨论

研究 2通过回忆法操纵拒绝感和忽视感，在工

作人群中再次验证了两个假设，被拒绝个体会更喜

欢并更多选择伙伴型拟人化产品，被忽视个体会更

喜欢并更多选择仆人型拟人化产品；与之相对，未受

排斥的控制组在两类产品的喜好程度和选择上没有

差异，这说明拒绝组和忽视组个体拟人化产品偏好

差异是由排斥效应所带来，而非个体本身对产品的

偏好差异。

3 总讨论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遭受不

同类型的社会排斥后拟人化消费的差异。两个研究

分别通过真实和回溯性排斥范式，考察大学生和工

作人群受排斥后的消费行为，并得到一致的符合假

设的结果，即被拒绝个体更偏好伙伴型拟人化产品，

被忽视个体更偏好仆人型拟人化产品。

首先，本研究结果与先前探讨拒绝和忽视差异

的研究一致[13]，在需要-威胁模型下，不同类型排斥

在心理需要受损上的差异会表现在行为上[12]。被拒

绝个体偏好伙伴型产品，以期从产品的陪伴中重获

归属感和自尊，弥补关系需要；而被忽视个体偏好仆

人型产品，以期从产品的服务中重获控制感和存在

意义，弥补效能需要。由于本研究未直接探讨其内

在机制，心理需要是否的确为其中的关键因素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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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验证。

同时，这一结果也为先前社会排斥与亲社会、反

社会行为的研究中矛盾之处提供启示。前人研究发

现排斥会引发更多亲社会或反社会行为，对于上述

不一致的结果，究其本质可能是排斥类型不同，导致

对个体情绪 [19]、认知 [20]、心理需要 [13，21]等方面的影响

产生差异，进而引发不同的行为，这正如本研究结果

所展示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不同

类型的社会排斥。

其次，前人研究中发现不同的拟人化产品会给

消费者带来不同的心理体验 [14，15]，在本研究中也得

到一定程度的证实，即伙伴型产品对于关系需要缺

失的个体更具有吸引力，而仆人型产品则更吸引效

能需要缺失的个体。为何会有如此差异？这可能来

自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差异，个体对群体知觉的

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会体现在对产品的认知判断中
[20]，伙伴型产品可能会被知觉为高热情，仆人型产品

则可能会被知觉为高能力，这一猜想也值得后续研

究探讨。

除此之外，本研究对拟人化消费的探索为理解

补偿性消费提供了新视角。补偿性消费常被视为补

偿被威胁自我概念的方式，被排斥者通过消费品向

他人展示和表达自我，以此修复人际关系。而在本

研究所关注的拟人化消费中，消费者可以直接与其

建立关系弥补需要，即使只是购买广告中带有人类

表情的MM豆，也可以弥补被排斥者受损的心理需

要 [8]，在本研究中也是如此。随着拟人化产品逐渐

进入生活的各方面，研究者们或许需要重新认识补

偿性消费行为，同时这种拟人化产品是否能完全替

代真实的社会关系？当有机会修复人际关系时是否

还会选择其来替代？都值得未来研究探讨。

在实践应用上，随着消费升级的浪潮，消费者的

需求越来越细化，正如在本研究中，即使面对同一类

产品，消费者对其不同功能的偏好也有差异，因此商

家可以通过调研等方式分析消费者需求，以针对消

费者不同的心理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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