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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作为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第一步[1]，影响

着人们婚姻的质量和家庭的形式。择偶偏好（mate
preference）是人们在择偶时所使用的标准，是人们

期望配偶所拥有的特质和属性 [2]，它直接影响个体

的配偶选择与后代繁衍，是理解人类生理和心理进

化的核心。所以对择偶偏好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
[3]，不仅可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婚配问题，而且也可以

更好的促进人类幸福。已有的研究表明，女性对于

未来伴侣的择偶偏好可分为“好基因”、“好资源”和

“好爸爸”三个方面[4]。好基因是涉及良好遗传存量

的生物学特征，可以确保女性亲代投资的最佳结果
[5]。好资源是对后代投资能力保证的社会经济特

征，也可惠及家庭其他成员 [6]。好爸爸是指具有为

后代提供亲代投资的良好性格基础与意愿[7]。个体

通过对未来伴侣这些方面的权衡做出她们的选择。

生命史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

量有限，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

略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给不同的活动，分配给

现在及未来[8]。研究者将这种分配时间和资源的策

略称之为生命史策略，它体现在快和慢两个极端的

维度上 [9]，不同维度上个体都面临着后代数量和质

量的权衡[10]。在快策略中，个体更早成熟，会有更多

的性伴侣及子女，但他们却在子女教养上投入较少；

而采用慢策略的个体，他们更看重后代的质量而非

数量。择偶偏好体现了个体对有限时间和资源分配

的特点，该行为也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应

的变化[11，12]。另外，有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所

选择的生命史策略会因为不同环境线索的启动而发

生变化[13，14]。

个体所处的性别比环境就是一种影响择偶的外

部环境线索。在人类社会中，性别比（sex ratio）一般

用 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量来表示。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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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第六次人口普

查表明，当前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8.06[15]，

新生儿人口性别比属于严重的男多女少状态，这种

出生性别比偏高对未来择偶问题的影响引起了有关

研究者的关注[16]。另一方面，适婚人群中还有一部

分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女性群体也受到婚姻挤

压，即所谓的“剩女”现象[17]。经典的性别比例择偶

偏好假说认为，个体的择偶偏好会受到异性数量多

少的影响[16]。进化择偶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女性的择

偶[18]，包括女性在择偶时更喜欢什么特质的男性[19]，

以及环境条件如何影响女性的择偶偏好等 [20]。因

此，对于女大学生而言，她们的择偶观正在形成中，

她们既处于我国整体上男多女少的环境中，又属于

尚未成为“剩女”的知识女性，她们的择偶偏好究竟

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往国内关于环境因素的变化对择偶偏好影响

的研究较少 [11，12]。事实上，一个人的择偶偏好并非

是一成不变的。个体也需要采取适应于环境的策略

来使自己的繁衍得以成功[8]。性别比作为一种影响

人们择偶的外部环境因素，是否也会影响女性的择

偶偏好呢？女大学生作为社会上高知青年的代表，

她们是否会随着外界择偶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选

择呢？本研究拟在进化理论的框架下，结合生命史

理论和亲代投资理论的观点，采用实验模拟法探究

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特点以及不同的择偶性别优/
劣势背景这一环境线索对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影响。

1 实验 1 不同性别比的图片材料启动下

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1.1 被试

随机选取 160名女大学生，平均年龄 20.98岁

（SD=1.15）。因本研究主要针对异性恋女大学生的

择偶偏好，有 25名被试因性取向不确定被剔除，最

终有效数据135名，感知男性比例多的组52人，感知

女性比例多的组51人，控制组32人。

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是性别

比启动，分别是男多女少组（简称男多组或性别优势

组）、女多男少组（简称女多组或性别劣势组）和控制

组，因变量是被试在择偶偏好量表上的得分。

1.3 研究工具与材料

1.3.1 性别比的启动图片 由不同数量比例的男

女面孔图片组成，旨在给被试创设一种环境中不同

男女比例的感知。正式实验前，先对实验中即将用

到的图片进行筛选和评定，拍摄并收集证件照 246

张，男女各半。所有照片均获得照片本人同意，按统

一标准经软件Photoshop处理后，保证每张图片的大

小、明暗、对比度等指标一致。为了减少面孔吸引力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采用李克特 7点量表的评定方

法，1=“非常没有吸引力”，7=“非常具有吸引力”，让

54名大学生通过网络对照片进行吸引力评定。然

后根据面孔吸引力的评分结果，剔除面孔吸引力偏

低和偏高的照片，保证了图片中的所有面孔具有中

等程度的吸引力。接着，参考Griskevicius等图片启

动的方式，操作每张图片中所含男女照片的数量，以

启动两种性别比不平衡的感知环境[21]。具体而言，

实验组的每个 trail中，在屏幕上给被试呈现一幅由

多张面孔照片组成的人脸图片，每幅图片由18张面

孔照片随机排列组成。每个实验条件下各呈现3幅
图片。在男多组，第一幅图片由13张男性、5张女性

照片组成；第二幅由 12张男性、6张女性照片组成；

第三幅由14张男性、4张女性照片组成，即在感知觉

上创设一种男性远多于女性的体验，启动被试的性

别比体验。在女多组，三幅启动图片中女性照片数

量分别为 13、12和 14张。控制组，被试观看 3幅自

然图片（如，田野、草地）。

1.3.2 择偶偏好量表 采用田芊编制的《中国女性

择偶偏好问卷》[7]，共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好资源、

好爸爸和好基因，每个维度包含6个项目。“好资源”

代表男性的社会经济特质，主要包括有房有车、有一

定社会地位、收入高、学历高、家境优越、工作体面；

“好爸爸”代表男性具有为后代提供亲代投资的良好

个性特质，主要包括孝顺、诚实本分、宽容豁达、顾

家、一心一意、细心体贴；“好基因”代表男性具有的

良好基因特征，主要包括体育好、反应快、有艺术天

赋、有冒险精神、勇敢、身材高大。本研究中好资源、

好爸爸、好基因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768，0.663，0.771 。要求被试根据自己在择偶时对

相应特质的看重程度打分，采用7点评分的方式，-3
表示“完全不重要”，3表示“极其重要，不可或缺”，

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偏好这一特质。

1.4 实验程序

本研究采用单盲实验，告知被试包括一系列的

小研究，首先是关于人际知觉准确性的研究，将被试

随机分为3组，要求被试观看3幅图片。在电脑屏幕

上，给实验组被试呈现3幅面孔图片，每幅图片呈现

1秒，之后要求她们写下每幅图片中出现的男女人

数。然后，实验组再次观看相同的面孔图片，每幅

15秒，表面上是为了让被试能够检查她们最初感知

的准确性，实际上是启动被试对环境中性别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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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在第二次观看之后，被试再次记录每幅面孔

图片中男女的人数，这是对性别比操纵的一个检查

（在 15秒的观看之后，92%被试的计数是准确的）。

控制组被试两次都是观看由自然图像组成的图片。

然后要求她们填写择偶偏好量表及其他人口学资料。

1.5 数据处理

在SPSS 16.0中录入原始数据，将择偶偏好的项

目按照3个维度进行合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3
种不同启动条件下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进行分析。

1.6 研究结果

3种启动条件下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见表1，在“好资源”上，三组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F（2，132）=1.95, P>0.05, η2=0.029，在“好爸

爸”上，三组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F（2，132）=0.14，
P>0.05,η2=0.002，即 3种启动条件下女大学生对男

性“好资源”、“好爸爸”的偏好没有组间差异，但在

“好基因”上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F（2，132）=
4.36，P<0.05，η2=0.062。运用LSD进行事后检验，发

现男多组与女多组(P=0.004)的均值差异显著，即男

多组的女大学生对“好基因”的偏好明显高于女多组

的女大学生。男多组同控制组的均值差异不显著

(P=0.111)，女多组同控制组的均值差异也不显著(P=
0.338)。

此外，再针对择偶偏好三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差

异分析，结果详见表1，被试在“好爸爸”上的得分明

显高于“好资源”、“好基因”，进一步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发现三种条件下被试在“好爸爸”上的得分显著

高于“好资源”、“好基因”，F（2，132）=454.6，P<0.001,
η2=0.775，但“好资源”和“好基因”间的差异不显著，

F（2，132）=0.454，P>0.001,η2=0.024。
表1 不同性别比的图片材料启动下

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组间差异[M (SD)]

2 实验二 不同性别比的文字材料启动下

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实验1中的图片材料启动是在感知觉层面探究

不同性别比背景下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因为以往

研究表明图片和文字这两种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会

激活不同的脑区，拥有不同的神经加工机制[22]，所以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验 1的变化规律，使本研究更具

生态性，参考已有文献的启动方式[21]，实验2采用文

字材料启动的方式，在深层加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不同性别比背景下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2.1 被试

随机选取 93 名女大学生，平均年龄 21.78 岁

（SD=2.23）。因本文主要是针对异性恋女大学生择

偶偏好的研究，剔除无效数据 16份，得到有效数据

77份。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是性别

比，分别是男多女少组（简称男多组）和女多男少组

（简称女多组），因实验 1中两个实验启动组与控制

组差异不显著，所以在实验 2只检验两个实验启动

组的情况，因变量同实验1。
2.3 研究工具

2.3.1 性别比的启动新闻 两篇新闻材料分别强

调“男多女少”和“女多男少”，来自网络并经过研究

者改编，长度约 500字，为了检验启动效果，实验前

对 42名大学生进行了施测，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

阅读完新闻启动材料后回答一个 6点计分（1=完全

不同意，6=完全同意）的项目“当今中国社会择偶市

场的现状是男多女少”。结果显示，阅读“男多女少”

新闻组的得分（n=21，M=4.57，SD=1.08）明显高于

“女多男少”组（n=21，M=3.48，SD=1.12），t=3.23，P=
0.003。
2.3.2 择偶偏好量表 同实验 1。其中好资源、好

爸爸、好基因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762，0.894，0.754 。

2.4 实验程序

采用单盲实验，告知被试这是一项关于视觉化

对记忆有效性的研究，目的是检验视觉意象对其记

忆有效性的影响。首先让被试阅读2篇新闻中的一

篇，需认真阅读并尽可能花时间生动地想象这篇文

章，告知她们这样做可以使自己处于“视觉意象状

态”，有利于实验结束时测量她们记忆的有效性。接

着让被试阅读 3个择偶难的具体个案，以加强新闻

材料的启动效应，再让被试填写择偶偏好量表。告

知被试这样做是为了干扰她们刚才在视觉意象状态

下记忆的新闻材料。在研究的最后部分分别设置两

道题目检验被试的记忆效果，两个实验组的回答正

确率为81%，远高于25%的随机水平，因此保证了启

动效应。

2.5 研究结果

两种启动条件下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 2，在“好资源”上，两组之间的差异

择偶偏好

好资源

好爸爸

好基因

男多组
（n = 52）
1.08（0.61）
2.53（0.38）
1.03（0.72）

女多组
（n = 51）
0.82（0.79）
2.49（0.44）
0.64（0.65）

控制组
（n = 32）
0.91（0.57）
2.51（0.37）
0.79（0.63）

F
1.95
0.14
4.36

P
0.146
0.868
0.015

··667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8 No.4 2020
不显著，t(75)=1.70, P>0.05,在“好爸爸”上，两组之间

的差异也不显著，t(75)=0.88，P>0.05,即两种启动条

件下女大学生对男性“好资源”、“好爸爸”的偏好没

有明显的组间差异，但在“好基因”上表现出了明显

的组间差异，t(75)=2.86，P<0.05。即男多组的女大学

生对“好基因”的偏好明显高于女多组的女大学生。

此外，对被试在择偶偏好三个维度上的结果进

行分析，表2的结果显示，被试在“好爸爸”上的得分

明显高于“好资源”、“好基因”，进一步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发现两种条件下被试在“好爸爸”上的得分均

显著高于“好资源”、“好基因”，F（2，75）=185.384，P<
0.001, η2=0.712，但“好资源”和“好基因”间的差异不

显著，F（2，75）=2.936，P>0.001, η2=0.38。
表 2 不同性别比的新闻材料启动下

女大学生择偶偏好的组间差异[M (SD)]

3 讨 论

3.1 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本研究试图探究新时代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

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研究 1和研究 2的结果均表

明，在不同的条件下，被试在“好爸爸”上的得分显著

高于“好资源”和“好基因”，即女大学生对“好爸爸”

表现出明显的偏好。虽然大量研究表明女性在择偶

时偏好男性的地位和资源[19，23，24]，但是本研究的结果

并未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当代女性获取资源的能力

提升，在资源获取方面对男性的依赖要小得多 [25]。

同时进化心理学认为男性的“好爸爸”特质是迟于

“好资源”和“好基因”特质进化而来的，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所以，一旦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上花费同样

的时间和精力，并获得与男性相同的资源时，那么为

了更好的亲代投资，她们就会减少对男性资源的依

赖，在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的“好爸爸”特质[4]。同时，

“好爸爸”特质与女大学生择偶时偏好男性的性格取

向较为一致[26]。女性无法取代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27]，但现代性的生态背景更强调另一半是否细心体

贴、顾家、一心一意等，因此，她们在建立稳定的长期

关系前就会评估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本研究

中“好爸爸”的体现，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从“好资

源”转向“好爸爸”。

因为人类幼儿的成长期较长，且在一夫一妻制

度下父母是其最直接的照料者。亲代投资理论也认

为，女性是后代的主要抚养者[28]，男性更多地是起到

协助作用[29]，所以女性为了提高双亲在亲代投资上

的平衡性，会对配偶直接照顾后代有更大的需求，会

希望男性在照顾子女和配偶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因此表现为对“好爸爸”有更强的偏好[30]。同

时，女性择偶不只是为了保证后代的顺利成长，也是

为了寻求情感依托，因此会对潜在伴侣的人格特质

有所考虑[7]，而本研究中“好爸爸”主要包括孝顺、诚

实本分、宽容豁达、顾家、一心一意、细心体贴这六个

项目，女性会认为拥有这些品质的个体未来会更愿

意为家庭和伴侣付出，更有责任心，也会减少她们被

遗弃的可能性[30]。

3.2 不同性别比背景下女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本研究试图探究不同性别比背景的启动对女大

学生择偶偏好的影响。两个研究的结果均显示，在

不同性别比的启动下，女大学生在男性的“好基因”

上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在男多组，即女大学生处

于性别优势背景中时，她们增加了对“好基因”的偏

好。有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如果女性的数量相对较

少，那么女性在择偶时就会提高自己的标准[31]，在本

研究中就体现为对“好基因”偏好的增加，这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亲代投资理论[5]也指出，因

为女性孕期以及哺乳期需要在后代身上投入更多，

所以与男性相比，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在择偶时

是更加慎重的[32]。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亲代投

资理论的观点一致，即当考虑到生殖生物学的不对

称性和亲代投资的性别差异时，女性在择偶时总是

更挑剔。可以说“好基因”是女性处于择偶优势背景

下时会提升其择偶偏好程度的一种特质。

采用不同生命史策略的个体其择偶偏好也存在

很大差异,其中采用慢策略的个体会更重视自己及

伴侣的“好基因”,这与她们更注重子女的质量相符
[33]。她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遗传父亲优良的基

因，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发达的大脑。以往很多研究

已经证明了生命史策略会依据环境线索的启动而发

生变化[13，34]。在本研究中就体现为当女大学生感知

到外界择偶环境对自己有利时，她们表现出对“好基

因”偏好的增加。这也告诉我们与择偶相关的研究

不能只片面地关注个人特质的影响，还要关注性别

比线索等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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