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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障碍者在人前行事、与人交往以及被

观察和评估时，会表现出持久的恐惧。他们通常过

早离开学校、工作困难、娱乐活动少，常伴随有其他

精神疾病，增大了自杀或意外死亡的风险[1]。

研究表明，社交焦虑者的社交困难在一定程度

上源于无法有效利用面部表情这种重要的社会化信

息，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交焦虑者对负性的面部表

情表现出异常的注意加工[2，3]。很多研究发现，社交

焦虑个体对负性表情存在着注意回避 [4-6]。如 Stir⁃
ling等人[5]对79名学龄儿童采用点探测范式（刺激呈

现 1000毫秒）的实验发现，社交焦虑症状的程度与

对负性表情的注意回避相关，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回

避愤怒和恐惧表情。同时，也有很多研究发现，高社

交焦虑个体对负性表情更警觉，存在注意偏向 [7-9]。

如 Stevens等人[8]采用点探测任务在 175毫秒的刺激

呈现时间下，发现了社交焦虑者对愤怒面孔表现出

注意偏向。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社交焦虑

个体对负性表情的注意回避或注意偏向 [10- 12]。如

Bradley等人[10]仅仅发现，低社交焦虑组女性对威胁

性表情存在注意回避，却没有发现高社交焦虑组的

任何注意偏差效应。Pineles和Mineka[11]采用点探测

任务（刺激呈现500毫秒），在高、低社交焦虑组被试

均未发现对威胁性表情的注意偏向。从现有研究可

以看到，社交焦虑者对负性面部表情的加工可能不

同于正常个体，但目前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这种分歧可能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

已有研究未对面部表情中的“眼睛”这一重要变量进

行控制。眼睛是面孔的核心区域，在社会交往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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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arly attention bias for contemptuous expression with di⁃
rect or averted gaze in non-clinical social anxiety disorders. Methods: Adopted dot-probe task with short presentation
time (175ms), Experiment 1 (recruited both female and male subjects) and Experiment 2 (only recruited female subject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ttention bias for contemptuous expressions with direct gaze or averted gaze in high and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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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attention bias for contemptuous expression with different gaze direction in non-clinical social anxiety people,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intervention training of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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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识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13]。眼睛的注视方向作

为一种微妙的面孔线索 [14，15]，有助于个体迅速获得

对方传递的信息和情感。有研究表明，眼睛的注视

方向会影响社交焦虑个体对面孔刺激的感知和解释
[16]。直视是一种明显的正在被他人注意的社交信

号，对社交焦虑个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刺激。相

比于斜视，高社交焦虑个体对直视表现出心率加快
[17]。Cornwell等人[18]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发现，当虚拟

观众将注意转向被试（即直视被试）时，社交焦虑障

碍者表现出更强的惊跳反射，代表了一种强烈的恐

惧反应。同时，有研究发现，斜视对社交焦虑个体也

可能是一种威胁信号。Schmitz等人[19]给高、低社交

焦虑被试配对呈现直视或斜视的眼睛，发现只有高

焦虑被试在观看斜视眼睛时表现出了P100及晚正

波LPP的增强，表明高焦虑者存在对斜视眼睛的注

意加工偏向。研究者认为，相比于直视，斜视可能传

递了更多的轻蔑的信息[19]。这些研究表明，眼睛的

注视方向会影响社交焦虑者对威胁性人脸的注意。

其次，已有研究未对注意的阶段进行细致的划

分和控制。很多研究使用了500毫秒及更长的刺激

呈现时间，但有研究者 [8，20]指出，被试在 500毫秒中

足够发生超过一次的注意转移，即随着刺激呈现时

间的延长，除了威胁性信息的优先加工对社交焦虑

个体的早期注意的支配过程外，还会掺杂注意后期

个体做出的策略性的控制性加工行为。因而，刺激

呈现时间可能也是导致目前结果分歧的一个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以高、低社交焦虑者为

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直视和斜视负性面部表情的

加工偏向。为此，我们特别选取了与眼睛注视方向

关系密切的轻蔑表情[19]进行研究。轻蔑是一种典型

的社会威胁性表情，对个体尤其是高社交焦虑个体

而言，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性刺激，对轻蔑的注意偏向

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社交焦虑的异常表现和发病原

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拟采用研究注意偏向

的经典范式—点探测任务（dot-probe task）。该范式

的逻辑是：如果对出现在轻蔑表情位置的探测点的

反应快于出现在中性表情位置的探测点的反应，说

明对轻蔑表情进行了优先加工，表明存在对轻蔑表

情的注意偏向；如果对出现在轻蔑表情位置的探测

点的反应慢于出现在中性表情位置的探测点的反

应，表明存在对轻蔑表情的注意回避。同时，本研究

选用较短的刺激呈现时间（175毫秒）对社交焦虑个

体的早期注意偏向进行考察，避免注意转移的影响。

1 实验一

本实验采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高、低社交焦虑

者对直视的轻蔑表情的注意偏向。

1.1 对象与方法

1.1.1 被试 本实验的被试分为两组：高社交焦虑

组和低社交焦虑组。被试的入组通过 Liebowitz社
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区

分得到，该量表以总分38分为分界值判别社交焦虑

障碍 [21]，高于或等于 38分的被试归入高社交焦虑

组，包括 21名被试（其中女生 14名，平均年龄 18.6±
0.8岁；男生 7名，平均年龄 19.1±1.5岁）；低于 38分

的被试归入低社交焦虑组，包括 25名被试（其中女

生13名，平均年龄19.0±1.6岁；男生12名，平均年龄

18.8±1.3岁），两组被试的年龄没有显著差异（P>
0.1）。高社交焦虑组被试的 LSAS分数（52.7±11.2）
显著高于低社交焦虑组（26.6±9.2）（t(44)=8.67, P<
0.001），高、低社交焦虑组中男性（高焦虑分数为

55.1±13.4，低焦虑分数为 23.4±9.4）和女性（高焦虑

分数为51.5±10.2，低焦虑分数为29.6±8.4）被试的分

数均无显著差异（Ps>0.1）。
为了严格控制被试的抑郁程度可能造成的混

淆，本实验仅入组没有抑郁症状或抑郁程度较低的

被试，即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BDI-II）总分小于等于 13的被试。在 BDI分数

上，高社交焦虑组（6.5±2.8）和低社交焦虑组（6.0±
3.6）没有显著的差异（t(44)=0.54, P=0.59）。所有被

试皆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或精神

类疾病，实验后获取适量报酬。

1.1.2 实验设计 采用2（社交焦虑水平：高、低）×2
（探测点位置：直视轻蔑面孔、直视中性面孔）两因素

混合设计，其中社交焦虑水平为被试间因素，探测点

位置为被试内因素。

1.1.3 实验材料 （1）量表：本实验使用了Liebow⁃
itz社交焦虑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Liebowitz社交焦

虑量表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004年修订的中文

版，该量表共包含24个项目，包括11项社交场合和

13项操作情境，要求被试分别评定最近 3个月的恐

惧焦虑（主观体验）和回避情况（客观事实）。贝克抑

郁量表使用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翻译的贝克抑郁

量表第2版中文版，包括21个项目，由被试自评最近

一周的抑郁状态。多项研究均[21，22]证明了这两个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表情图片和探测点：

表情图片选自RaFD（Radboud Faces Database）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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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库 [23]，选用了直视的中性和轻蔑表情各 36张

（男女各半）。图片的表情类别和效价（1：非常消极；

9：非常积极）由 30名大学生（这些被试不参加正式

实验）进行了事先评定。评定后，以表情类别判断准

确率为标准，筛选出轻蔑表情中准确率最高的女性、

男性模特面孔各18个，这些轻蔑表情的平均类别判

断准确率为 72.9%，平均效价为 3.88；然后，再选取

与上述 36个模特对应的直视的中性面孔图片作为

对照刺激，以便在实验中配对呈现同一个面孔的中

性和轻蔑表情，这些中性表情的类别判断准确率为

81.1%，平均效价为 4.95。所有面孔图片尺寸为

266×400像素，均为彩色。探测点刺激为黑色的符

号“*”，尺寸为36×36像素。

1.1.4 实验程序 实验在安静的实验室进行，使用

E-Prime2.0编写实验程序。实验任务改编自Ma⁃
cLeod和Mathews[24]的点探测范式。实验中，首先呈

现注视点“+”500 ms，随后呈现图片对 175ms，图片

对为同一个模特的一张轻蔑表情和一张中性表情。

图片对消失后在左侧或右侧图片的中心位置立刻出

现探测点“*”，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探测点是在

左边还是右边，分别按“F”键或“J”键判断。按键后

“*”消失，出现 1000 ms 空屏，之后开始下一个试

次。实验中每个图片对呈现两次（即两张图片的位

置对调后再呈现一次），探测点出现在轻蔑和中性表

情位置的几率相同。

1.2 结果

所有被试的反应正确率都在 90%以上，平均正

确率为 99.2%，因此本实验仅对反应时进行了统计

分析。数据统计前，先剔除所有被试的错误反应（占

0.63%），再剔除每名被试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反应时

数据（占 1.51%），有效数据占总数据的 97.9%。然

后，分别计算探测点出现在直视的轻蔑表情和中性

表情位置时，高、低社交焦虑者的平均反应时，见表1。
表1 高、低社交焦虑者对直视的轻蔑和中性

表情位置探测点判断的反应时（M±SD）（ms）

对反应时进行 2（社交焦虑水平：高、低）×2（探

测点位置：直视轻蔑、直视中性）两因素混合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社交焦虑水平和探测点位置的交互作

用边缘显著（F(1, 44)=3.59, P=0.065, η2=0.075），主效

应均不显著（Ps>0.1）。

为了探究上述交互作用是否还受到了性别因素

的影响，我们对反应时进行了2（性别：男、女）×2（社

交焦虑水平：高、低）×2（探测点位置：轻蔑、中性）三

因素混合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社交焦虑水平

和探测点位置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 42)=9.04,
P<0.005, η2=0.18），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

著（Ps>0.1）。鉴于三阶交互作用显著，我们分别对

男性和女性被试进行了2（社交焦虑水平：高、低）×2
（探测点位置：轻蔑、中性）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对

于女性组，社交焦虑水平和探测点位置的主效应不

显著（Ps>0.1），但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5)=
10.05, P<0.005, η2=0.29）。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低社

交焦虑组的女性被试对出现在中性表情位置的探测

点的反应，显著快于出现在轻蔑表情位置的探测点

（t(12)=-2.29, P<0.05, d=-0.12）；高社交焦虑组的女

性被试对出现在中性表情位置的探测点的反应，则

显著慢于出现在轻蔑表情位置的探测点（t(13)=
2.18, P<0.05, d=0.17）。对于男性组，社交焦虑水平、

探测点位置的主效应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1）。
该结果表明，低社交焦虑水平的女性表现出对

直视的轻蔑表情的注意回避，而高社交焦虑水平的

女性则对直视的轻蔑表情表现出注意偏向。

2 实验二

实验2采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高、低社交焦虑

者对斜视的轻蔑表情的注意偏向。斜视是指，人脸

中眼睛的注视方向不是朝向观察者本身，而是朝向

旁侧。鉴于实验1发现，无论焦虑水平高低，男性被

试对轻蔑表情都没有注意偏向，因此本实验仅使用

了女性被试。

2.1 对象与方法

2.1.1 被试 被试的入组标准和方法同实验1。本

实验包括高社交焦虑组被试26名（皆为女性），平均

年龄 19.8±1.8岁；低社交焦虑组被试 23名（皆为女

性），平均年龄19.9±1.2岁。两组被试的年龄没有显

著差异（P>0.1）。高社交焦虑组被试的 LSAS分数

（60.4±20.3）显著高于低社交焦虑组（28.0±7.7）（t
(47)=7.20, P<0.001）。在BDI分数上，高社交焦虑组

（6.2±3.2）和低社交焦虑组（4.4±3.5）没有显著差异（t
(47)=1.80, P=0.08）。所有被试皆为右利手，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或精神类疾病，实验后获取适

量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社交焦虑水平：高、低）×2

探测点
位置

直视轻蔑

直视中性

高社交焦虑组

男

417.2±93.7
411.3±82.5

女

438.6±49.1
447.7±55.0

低社交焦虑组

男

443.3±99.3
445.3±98.4

女

464.1±105.7
451.5±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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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点位置：斜视轻蔑面孔、斜视中性面孔）两因素

混合设计，其中社交焦虑水平为被试间因素，探测点

位置为被试内因素。

2.1.3 实验材料 本实验使用的量表同实验1。
表情图片同样选自RaFD人脸图片库，这些图

片中的模特和表情均同实验 1，唯一的不同之处在

于将眼睛由“直视”变化为“斜视”，因为斜视具有两

个方向：左斜视和右斜视，因此最终的斜视轻蔑表情

图片包括36个模特（男女各半）的36个左斜视的轻

蔑表情和36个右斜视轻蔑表情，同时还包括相应的

36个左斜视的中性表情和36个右斜视的中性表情。

2.1.4 实验程序 同实验1。
2.2 结果

所有被试的反应正确率都在 90%以上，平均正

确率为 99.1%，因此本实验仅对反应时进行了统计

分析。数据统计前，先剔除了所有被试的错误反应

（占 0.69%），再剔除每名被试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反

应时数据（占 0.69%），有效数据占总数据的 98.6%。

然后，分别计算探测点出现在斜视的轻蔑表情和中

性表情位置时，高、低社交焦虑者的平均反应时，见

表2。
表2 高、低社交焦虑者对左、右斜视的轻蔑和中

性表情位置探测点判断的反应时（M±SD）（ms）

对反应时进行 2（社交焦虑水平：高、低）×2（探

测点位置：斜视轻蔑、斜视中性）×2（斜视方向：左、

右）三因素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的主效应

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1）。
该结果表明，无论社交焦虑水平高或低，当人脸

的注视方向为斜视时，被试对轻蔑表情都没有表现

出任何注意偏向或回避。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点探测范式，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了

非临床的社交焦虑个体对直视和斜视的轻蔑表情的

注意偏向。结果发现，在直视轻蔑表情的加工中，

高、低社交焦虑者对轻蔑表情表现出了不同的注意

倾向：高焦虑女性对直视的轻蔑表情表现出注意偏

向，而低焦虑女性对直视的轻蔑表情却表现出注意

回避。而当轻蔑表情的眼睛为斜视时，高、低社交焦

虑者均未对该表情表现出注意偏向或注意回避。

本研究发现，高焦虑个体对直视的轻蔑表情表

现出了明显的注意偏向，这与以往很多采用直视负

性表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7-9]。这些研究均发现，

高社交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表情存在着警觉性，会表

现出对这些表情的注意偏向。如 Stevens等人 [8]在

175毫秒条件下给被试呈现配对的愤怒和中性表

情，结果发现，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愤怒表情表现出了

警觉的注意偏差效应。这种注意偏向还会出现在阈

下实验中[25，26]。研究者以威胁性表情和中性表情为

刺激材料，在配对表情呈现17毫秒后消失并立即呈

现一对掩蔽刺激，结果仍发现高社交焦虑个体表现

出了对威胁性表情的注意偏向，而低社交焦虑个体

表现出注意回避。这也与本研究中发现的低焦虑个

体对直视的轻蔑表情表现出的注意回避现象是一致

的。之前的一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高焦虑个体

的注意偏向，可能是因为采用了较长的刺激呈现时

间。有研究表明，与焦虑相关的注意偏差是随时间

发生变化的，刺激呈现时间决定了注意偏差的哪个

成分在起作用[27]。一项元分析显示，高社交焦虑个

体对威胁面孔的警觉效应随着刺激呈现时间的增加

逐渐减小（小于200毫秒，效应值为-1.63；大于1000
毫秒，效应值为 0.09）[28]，且阈下呈现刺激的效应值

几乎是阈上呈现刺激的两倍[29]。所以，现有采用点

探测范式探讨社交焦虑者注意偏向的相关研究结果

的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采用了不同的刺激呈现时

间。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只有在较短的刺激呈现时

间下（如 175毫秒），才能发现高社交焦虑者对负性

情绪刺激比较稳定的注意偏向。

本研究还发现，轻蔑表情只有当与直视结合时，

高社交焦虑水平的被试才会对其表现出显著的注意

偏向，斜视的轻蔑表情不会导致注意偏差。可能有

两点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一是直视和斜视可能会

引起被注视个体不同的卷入感。注视方向作为一种

促进交流的非语言线索，其直视和斜视都有独特的

含义。直视刺激对于高社交焦虑个体而言，是一种

威胁性刺激[19]，特别是当直视与轻蔑表情结合时，更

可能引起被审视、被评判、被贬低的感觉，从而更高

程度地诱发了高社交焦虑被试的焦虑情绪，导致了

显著的注意偏向。而斜视可能表明，这张面孔的轻

蔑态度并不是指向被试本身的，因此并未引发被试

明显的情绪反应，从而也没有表现出注意的偏向或

回避效应。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直视的负

性表情，斜视表情的唤醒度比较低[30]，因此对被试焦

探测点位置
左斜视

右斜视

轻蔑

中性

轻蔑

中性

高社交焦虑组

392.7±43.7
393.9±50.3
397.6±43.1
395.8±50.8

低社交焦虑组

379.4±37.3
380.0±39.6
379.1±37.6
379.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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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情绪的诱发未达到足够引起注意偏向的程度。本

研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眼神接触的相关训练，让高

社交焦虑者学会规避直视对方的眼睛，来缓解强烈

的情绪感受和可能引起的焦虑。

此外，本研究仅在女性被试中发现了对直视轻

蔑表情的显著注意偏向效应，即高社交焦虑女性对

直视轻蔑表情存在显著的注意偏向，低社交焦虑女

性则对轻蔑表情表现出了注意回避；而无论社交焦

虑水平高低，男性被试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注意偏

向。这表明，对威胁性表情的注意偏向可能存在着

性别差异。这与以往极少数考虑了性别差异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31]。如Waters等人[31]以场景图片为材

料的研究表明，仅高焦虑女性被试对消极图片表现

出注意偏向，低焦虑女性被试对消极图片表现出注

意回避，男性被试未表现出任何注意偏差效应。本

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的女性对负性表情的

加工更加敏感，而这可能也是女性在一生中比男性

更频繁地经历焦虑障碍[32-34]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

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男性被试样本量较小，且实验2
未招募男性被试，因而相关结果需要在将来的研究

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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