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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的外表、性身体部位或性功能与他/她
分离，被认为能够代表他/她，或被贬低为他人的工

具时，就被称为性客体化[1，2]。这是一个来源于客体

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的概念，客体化理论[3]一

直是一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解释女性日常生活经验

的有影响力的框架，研究者认为在西方文化里，女性

被视为被他人使用的对象，她们的身体等同于她们

是谁，这样的对待使女性从一个第三方观察者的角

度来看待自己的身体，从而进行自我客体化，增加了

女性的心理健康风险[3-5]。十多年来，研究者们利用

客体化理论作为一种手段，来了解关于女性心理健

康问题的文化语境，客体化理论的介绍代表了我们

对性别经验和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理解的重大进步[6]。

一条简洁而有力的信息，即女性的价值取决于

她们与西方年轻人的瘦、年轻形象的相似性。这条

信息是通过多个媒体立场来塑造的，描绘符合理想

的、成功的、健康的、有权力的、幸福形象的女性，这

就是典型的性客体化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性客体化

环境中生活的女性，会不由自主地接受这种“熏陶”，

并通过内化的过程转变为自己的思想，从这种客体

化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体，即女性的自我客体化

(self-objectification)。研究表明，女性自我报告的性

客体化经历 [7，8]会促进女性的自我客体化。早期的

研究中 [9]，研究者让被试观看两组女性运动员的照

片，一组是瘦的运动员而另一组是不瘦的运动员，观

看瘦的运动员照片的被试会报告更高的自我客体

化。研究者[10]让被试解读两组词汇，与阅读能力有

关词汇的被试相比，阅读与客体化相关词汇的被试

会报告更高的状态自我客体化。更进一步的，Tigge⁃
mann和Boundy[11]在日常环境中就成功操纵、引发了

被试的状态自我客体化。因此，本研究得出假设1，
性客体化经历会正向预测女性自我客体化。

外表焦虑(appearance anxiety)是指个体因为外通讯作者：唐日新，rixintang@163.com

性客体化经历和外表焦虑对女性自我
客体化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杨晨，叶宝娟，唐日新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3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性客体化经历“怎样”影响女性自我客体化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个体中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

用人际性客体化量表，自我客体化量表，外表焦虑量表，控制感量表对716名年轻女性进行了调查。结果：(1)性客体

化经历、社会外表焦虑与女性自我客体化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控制感呈显著负相关；(2)外表焦虑部分中介了性客体

化经历与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关系；(3)控制感调节了性客体化经历通过外表焦虑影响女性自我客体化的中介过程。

结论：性客体化经历对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过程中，外表焦虑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中介效应会受到控制感的

调节，即外表焦虑的中介作用对控制感较低的被试更加显著。

【关键词】 性客体化经历；外表焦虑；控制感；女性自我客体化

中图分类号：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2.015
Effect of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Appearance Anxiety on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YANG Chen, YE Bao-juan, TANG Ri-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how the experience of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ffects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Methods: A survey of 716 young women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sexual objectification scale, 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scale, 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and the
sense of control scale. Results: (1)Sexual objectification, appearance anxiety, and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were signif⁃
icantly and positively with each other; (2)Appearance anxiety part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female self objectification; (3)The sense of control mediates the experience of sexual objectification which affects the fe⁃
male self objectification through external anxiety. Conclusion: Appearance anxiet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This indirect effect is moderated by perceived control. Espe⁃
cially, this indirect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adolescents with lower perceived control.
【Key words】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ppearance anxiety; Perceived control;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28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8 No.2 2020
表被他人消极评价时所产生的焦虑[12]。在日常社会

生活中，人的外表经常会被他人打量、扫视以及评

价，这种情况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会促使个体不由

自主地关注自己的外表 [3]。客体化理论认为，性客

体化经历会使女性个体产生外表焦虑。女性经历了

更多的性客体化 [13]，会有更高的外表焦虑水平 [14]。

许多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正向预测外表焦虑[14-16]。

由于遭遇了过多的性客体化经历，女性会不自觉频

繁关注自己的身体，因对外表达不到社会理想美标

准的消极预期而产生更多的外表焦虑，更有可能客

体化自己。因此，性客体化经历愈多的女性，外表焦

虑水平会越高，自我客体化程度也会增加。据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2：外表焦虑在性客体化经历和女性

自我客体化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性客体化经历会通过间接路径对女性自我客体

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并不会是

相同的，因此，很有必要考察性客体化经历通过外表

焦虑对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是否受其它因素的调

节。控制感是个体对于自己掌控事件能力和受到外

部限制程度的感知[17，18]，它既是个体差异变量，又会

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19]。有研究发现外表焦虑受到

控制感相关因素的影响[3]。当个体处于一个有威胁

的情境时，控制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控的、确定的

外表评价预期可能会使个体更少地在意评价者的观

点，更少引发改善他人评价的动机，从而更少地产生

来源于社会评价的外表焦虑[20]。控制感可能会调节

性客体化经历对外表焦虑影响的中介过程，前人研

究认为，处于低控制环境中的个体受到威胁时会失

去部分控制感，情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会使个

体感到焦虑[21-23]。个体生活在充满性客体化信息的

环境中，对自己的外表是否符合外界审美标准缺乏

控制感，也缺乏由控制带来的安全感，无法应对未知

与不确定性，使个体处于焦虑的情绪之中。也就是

说，个体的控制感越低，性客体化经历对其外表焦虑

的影响越强，在性客体化经历相同时，控制感较低的

个体会产生更多的外表焦虑。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3：控制感是性客体化经历通过外表焦虑影响女

性自我客体化过程的调节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性客体化理论的基础上构

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1）考察性客体化经历是否会正向预测女性

自我客体化；（2）考察外表焦虑对性客体化经历与女

性自我客体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中介效应；（3）检
验控制感是否会调节性客体化经历通过外表焦虑影

响女性自我客体化这一中介过程。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选取716名女性大学生(M=19.67岁，SD=2.18)作
为调查对象，其中，大一 290人(40.5%)，大二 129人

(18.0%)，大三196人(27.4%)，大四101人(14.1%)。独

生子女占 17.9%，非独生子女占 82.1%，城镇生源地

占35.2%，农村生源地占64.8%。

1.2 研究工具

1.2.1 人际性客体化量表 采用Kozee，Tylka，Au⁃
gustus-Horvath和Denchik[24]编制的人际性客体化量

表 (Interpersonal Sexual Objectification Scale, ISOS)。
问卷包含15个题目，测量个体在过去一年内在日常

人际交往中遭受的性客体化经历。采用 5点评分，

从“1=从来没有”到“5=几乎总是”。分数越高表示

性客体化经历越多。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91。
1.2.2 外表焦虑量表 采用Hart，Flora，Palyo，Fres⁃
co，Holle 和 Heimberg[25]编制的社会外表焦虑量表

(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SAAS)进行测

量。量表包含16个题目，测量的是个体的整体性外

表焦虑。采用5点评分，从“1=一点也不符合”到“5=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外表焦虑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92。
1.2.3 自我客体化量表 采用McKinley和Hyde[26]

编制的身体监控量表 (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
scale)的中文修订版[27]进行测量，身体意识客体化量

表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的一

个分量表。问卷包括 8 个题目，以测量个体对自己

身体外表的关注程度。采用7点评分，从“1=完全不

符合”到“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客体化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74。
1.2.4 控制感量表 采用Lachman和Weaver[17]编制

的控制感量表(Sense of Control Scale, SCS)的中文修

订版[28]进行测量。量表共12个题目，包括掌控感和

限制感两个可相加维度，采用 7点计分，从“1=完全

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控制感越

髙。本研宄中掌控感维度、限制感维度以及总量表

的α系数分别为0.76，0.84，0.79。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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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表明，9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第一个主因

子能解释 15.96%，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

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结果发

现，性客体化经历、社会外表焦虑、控制感与女性自

我客体化均呈显著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0.01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广义最小二乘

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对

模型拟合良好，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0.04，
SRMR=0.03，CFI=0.98，NNFI=0.98。如图 1所示，性

客体化经历显著正向预测外表焦虑(γ=0.16, t=4.15,
P<0.001)，外表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女性自我客体化

(γ=0.24, t=5.96, P<0.001)，因此，假设 1和 2得到支

持。性客体化经历×控制感对外表焦虑的影响显著

(γ=0.1, t=2.59, P<0.05)，因此，控制感调节了性客体

化经历与外表焦虑之间的关系，假设 3得到支持。

同时，在加入中介变量外表焦虑与调节变量控制感

后，自变量性客体化经历对因变量女性自我客体化

的影响显著(γ=0.17, t=4.13, P<0.001)，即性客体化经

历对于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为部分中介效应，同

时，控制感的调节效应也显著，因此，性客体化经历

对于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注：*P<0.05，***P<0.001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分别取控制感的Z分数为正负1，绘制交互效应

图，可以看出控制感在性客体化经历对外表焦虑影

响中的调节效应（见图 2），简单斜率检验[29]表明，对

于控制感低的女大学生(如Z=-1) ，随着性客体化经

历的增加，外表焦虑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γ=
0.26, t=2.01, P<0.05)，性客体化经历增加 1个标准

差，外表焦虑就会上升0.26个标准差；对于控制感较

高的女大学生(如Z=1) ，随着性客体化经历的增加，

外表焦虑的变化不显著(γ=0.06, t=0.82, P>0.05)。换

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性客体化经历对外表焦虑的影

响，随着控制感的增加而减少。

图2 控制感对性客体化经历影响外表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性客体化经历可以正向预

测女性自我客体化，女性的生活环境中性客体化信

息越多，性客体化经历越多，其自我客体化的可能性

越高。具体来说，客观化理论 [3]认为女性经常经历

性客体化，她们被当作身体或身体部位而不是整体

来对待，长此以往，女性对她们的身体自我内在化观

察者的角度，把自己当作别人评价和欣赏的对象[3]，

也即自我客体化，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女性自我报

告的性客体化经历会引发自我客体化。前人研究发

现，女性通常被赋予比男性更低的人性，只具有女性

的性特征而不具有个人独特性特征[30，31]。年轻女性

身处性客体化的环境中，易被性客体化的观念影响，

而这观念被内化后对自己和他人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32]。目前关于性客体化经历对女性心理与生理健康

影响的内在机制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本研究

考察了性客体化经历与自我客体化之间的关系，在

其中初步验证了个人情绪的作用，对深入了解女性

自我客体化的心理机制是有意义的。

在验证了性客体化经历与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关

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外表焦虑在两者之间的

中介作用。结果证明，性客体化经历会正向预测外

表焦虑，性客体化的环境文化，鼓励女性以她们的性

吸引力为自我价值的基础，个体会在意自己的外表

1.性客体化经历

2.社会外表焦虑

3.控制感

4.自我客体化

M
24.20
2.66

54.21
32.13

SD
7.52
0.82
9.17
7.63

1
1.00
0.179**

-0.106**
0.188**

2

1.00
-0.483**
0.244**

3

1.00
-0.106**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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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他人或社会对理想美的评价标准，这些担

忧与失控感，会使个体处于焦虑情绪之中[12]。社会

强迫女性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媒体通过铺天盖

地的广告、电视节目等对女性形象的描述，暴露了女

性形象的理想化形象，这些曝光增加了身体的羞耻

感和焦虑感，为了缓解焦虑，个体会努力迎合外界的

客体化标准，引发了年轻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因此，

外表焦虑在性客体化经历与自我客体化之间起着

“纽带”作用，经常暴露于性客体化环境中会导致个

体外表焦虑水平的提高，而外表焦虑又会愈发加强

性客体化经历对女性自我客体化的正向作用。综

上，本研究认为性客体化经历会通过外表焦虑间接

影响女性自我客体化。

本研究发现，控制感可以负向预测外表焦虑，这

可能是因为在性客体化环境中，针对女性的理想美

标准往往很难达到，外界及他人的看法又是无法控

制的，这样的低控制感会使个体对自己外表评价的

不确定性增加，从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焦虑情绪。

这样的推论也有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往的研究

表明，在焦虑中会伴随着低控制感，控制感与外表焦

虑呈显著负相关[3]。本研究还考察了控制感是否会

调节“性客体化经历→外表焦虑→女性自我客体化”

这一中介过程。结果发现，控制感调节了“性客体化

经历→外表焦虑→女性自我客体化”这一中介过程

的前半路径。详细来讲，随着性客体化经历的增加，

控制感较低的女性的外表焦虑可能会更多，也就是

说，对于低控制感的女性来说，性客体化经历对其外

表焦虑的影响更强。总之，个体的控制感可以缓冲

或削弱性客体化经历的不利影响。因为，性客体化

经历较多者较之性客体化经历较少者的发展劣势更

多体现在控制感偏低而非控制感偏高的情况下。换

个角度看，在性客体化经历较多而非性客体化经历

较少的情况下，更能体现出控制感高者较之控制感

低者的发展优势。因此，减少性客体化经历最能使

控制感偏低者从中受益。反过来，增加控制感最能

使性客体化经历偏多者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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