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4 2021

奖赏加工机制是近年来基础心理学、认知神经

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奖赏（reward）指完成具体任

务而获得渴望的事物或能够带来一定价值或结果的

刺激物 [1]，该定义中提及的“完成具体任务”与“渴望

的事物”，指向奖赏加工的两个阶段：完成任务前的

预期阶段和获得奖赏的反馈阶段。

奖赏研究大多采用金钱材料作为奖赏反馈，但

Smoski等人在金钱激励延迟任务（money incentive
delay task, MID）的基础上，以情绪面孔图片代替金

钱作为奖赏反馈材料，发展出社会激励延迟任务(so⁃
cial incentive delay task，SID)，发现相较于金钱奖赏，

具有社会情绪信息加工障碍的患者对社会奖赏更敏

感[2]。随后，许多研究发现普通个体在反馈阶段，社

会奖赏较金钱奖赏在特定奖赏加工区域的激活强度

更大，且激活了更广泛的脑区[3-5]。比较研究发现金

钱奖赏与社会奖赏的反应不仅具有一定的年龄与性

别差异，如老年人对社会奖赏反馈更加敏感，而青少

年和成年人则对金钱奖赏更加关注[6，7]；女性比男性

更在意社会奖赏 [8]。而且，研究发现毒品不同戒断

期和物质成瘾个体的奖赏加工存在特异性 [9]，抑郁

和焦虑个体的奖赏加工也存在差异[10]。以上表明奖

赏加工机制的差异依赖于不同反馈材料，也依赖于

个体所属群体或状态。

作为重要的个体状态变量，社会排斥(social ex⁃
clusion)是指个体处于被他人或群体孤立或拒绝而

无法满足基本归属和人际关系需要的一种社会心理

现象，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11]。社会排斥

会降低个体的归属感与控制感。一方面，被排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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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采取补偿策略，如对积极面孔线索提取更快[12]、

产生更多的适应性行为（如更善于区分真诚和虚假

微笑）来满足自身的归属需要[13]。另一方面，被排斥

者可能采取回避社会信息策略、趋近非社会反馈来

避免进一步的被排斥体验[14]。研究发现，相较于社

会接纳者，被排斥者对金钱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15]；

也有研究显示通过金钱补偿能显著降低被排斥者体

验到的负性情绪，以及降低前扣带回( ACC) 和脑岛(
Insula) 等社会排斥相关脑区的激活强度[16]。由此可

见，社会排斥究竟会如何影响奖赏加工尚未达成共

识。并且，对于社会排斥问题最受关注的青少年群

体，社会排斥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其金钱与社会奖

赏的反应偏好？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试图考察社会排斥启动

对青少年金钱和社会奖赏加工进程的影响。考虑到

以往金钱和社会奖赏加工的研究多采用不同范式，

导致不同范式之间的数据难以直观对比，且多数研

究中社会奖赏采用图片作为材料，而金钱奖赏的反

馈材料则为具体金额的语句，且两种实验材料一般

未考虑在个体心目中是否等价等问题，本研究拟采

用文字语言作为社会反馈材料，并且通过前期问卷

调查将社会反馈与金钱进行主观等价评估，以达到

实验材料的匹配。然后，通过使用金钱激励延迟任

务与社会激励延迟任务，探究社会排斥对不同奖赏

类型加工的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鉴于已有研究显示抑郁情绪影响社会决策，因

此研究首先对所有被试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7]进行抑郁症状筛查。根据杨文辉等

人的评分标准[18]，剔除CES-D得分大于等于29分的

被试，将CES-D得分小于29分的被试纳入本研究数

据分析。最终共60名青少年被试参与研究，其中男

生 22名，女生 38名，平均年龄 17.56±2.65岁。然后

将所有被试随机且平均分配到社会排斥组和社会接

纳组完成实验。

1.2 研究设计

采用 2（社会排斥：排斥组/接纳组）*2（奖赏类

型：社会反馈/金钱反馈）*3（线索类型：奖赏/中性/惩
罚）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社会排斥为被试间变量，

奖赏类型与线索类型为被试内变量。采用激励延迟

任务中击中试次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

1.3 实验材料

1.3.1 社会反馈材料 社会反馈材料依据反馈类

型共3种：社会奖赏、社会惩罚和社会中性。预实验

从网络上征集15字以内的奖赏和批评的语句各100
句，并招募18名青少年对征集来的语句进行情绪效

价（1=非常不愉快，5=非常愉快）和熟悉度（1=非常

不熟悉，5=非常熟悉）评分。最终社会奖赏反馈选

取情绪效价最愉悦（M=3.56~4.33）的语句 15句；社

会惩罚反馈选取情绪效价最不愉悦（M=1.89 ~2.94）
的语句15句。对两种语句的效价、熟悉度进行独立

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两种语句情绪效价差异显著

（t=9.194，P<0.01），社会奖赏语句的效价高于社会惩

罚语句；两种语句的熟悉度无显著差异（t=1.474，P>
0.05）。社会中性反馈语句为“您正在进行实验任

务”。

1.3.2 金钱反馈材料 金钱反馈材料为社会反馈

材料的金钱等值语句。另招募 40名青少年对社会

反馈材料中的奖赏和批评语句进行金钱等值度评

价，即“你愿意付出多少钱购买这个句子”；“你愿意

损失多少钱避免听到这个句子”，每个句子在 1-10
元内进行等值度选择。独立 t检验表明：两组语句

金钱等值度具有显著差异，社会惩罚语句的等值的

金钱数额要显著大于社会奖赏语句（t=-3.302，P<
0.01）。将每个语句的金钱等值度的平均分作为对

应的金钱反馈数值。具体来说，金钱奖赏反馈为：

“您获得XX元现金”；金钱惩罚反馈为：“您损失XX
元现金”；金钱中性反馈为：“您没有获得现金”。

1.4 实验程序

实验在安静的房间内进行，任务程序采用 E-
prime2.0编写，所有实验材料均通过计算机屏幕呈

现。被试距离显示器（14.1英寸，分辨率1024×768，
刷新率 75HZ）45cm，根据指导语指示进行相应按键

操作。两组被试的实验流程基本一致，都包含问卷

填写和上机实验两个阶段。

问卷填写：将被试随机分成排斥组与接纳组完

成问卷和后续实验，问卷第一部分为简版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若被试抑郁得分大于等于29分则终止实

验；第二部分为社会回忆任务。排斥组要求仔细描

写自己被排斥或忽视的经历，而接纳组则要求回忆

被接纳和认可的经历。回忆任务后要求被试对两个

问题：“在这段回忆中，你是否感受到被排斥？”、“在

这段回忆中，你是否感受到被忽视？”进行 7点量表

评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以检验社会排斥

启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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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实验：实验任务主要参考宋巍等人研究中

采用的金钱激励延迟任务(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MID)[19]，同时发展出相应的社会激励延迟任务(so⁃
cial incentive delay task，SID)。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1）预期阶段，被试获得反馈提示线索（包括“奖”、

“惩”、“中”），然后随机呈现 2000-2500ms的间隔。

当提示线索为“奖”时，反应正确将会获得奖励；当提

示线索为“惩”时，反应正确将会避免受到惩罚；当提

示线索为“中”时，反应正确将会获得中性反馈。（2）
目标反应阶段，要求被试看到蓝色目标后按字母键

“G”进行快速反应。在目标消失前按键为“击中”，

反之，则为“未击中”。根据自适应算法，蓝色目标的

呈现时间会依据被试的按键反应速度进行调整，以

保证每个被试的任务击中率保持在50%左右。（3）结
果反馈阶段，根据不同线索提示词和金钱/社会激励

任务类型提供对应的反馈结果，结果反馈呈现

2000ms，然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具体任务流程如图1
所示。

MID和SID各进行2组，每组包含45个试次，共

180个试次。其中，“奖”、“惩”、“中”三种条件以伪

随机顺序呈现。两种任务的施测顺序按照AB-BA
设计进行平衡。正式实验前被试先进行 16个试次

的练习，当被试反应正确率达到 50%方进入正式实

验，否则重新进行练习。所有任务结束后，被试会得

到基本实验报酬（10元）及MID任务赢得的金钱。

图1 实验流程图

2 结 果

2.1 社会排斥启动效果的评估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检验两组被试在“被

忽视”、“被排斥”评分和抑郁量表分数上的差异。

如表 1，结果显示排斥组在“被忽视”和“被排斥”感

受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接纳组（t1 =4.681，P1 <0.001；
t2 =4.289，P2 <0.001），这表明社会回忆任务的社会排

斥启动有效。另外，两组被试在抑郁量表上得分不

存在显著差异（t =-1.379，P>0.05），排除了抑郁情绪

对奖赏加工的潜在干扰作用。

2.2 社会排斥对奖赏偏好的影响

收集MID和SID任务中所有“击中”试次的反应

时，并计算不同奖赏/反馈类型的平均反应时作为因

变量，被试反应时的描述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表1 社会排斥启动和抑郁量表分数的比较

表2 被试反应时描述统计数据（ms）

以反应时为因变量，对其进行 2（社会排斥：排

抑郁量表分数

被忽视

被排斥

接纳组
（N=30）

19.73±5.91
3.33±0.92
3.10±0.75

排斥组
（N=30）

22.40±4.78
4.66±1.32
4.46±1.40

t
-1.379
4.681
4.289

P
0.173
0.001
0.001

奖赏/线索类型

社会奖赏

社会惩罚

社会中性

金钱奖赏

金钱惩罚

金钱中性

接纳组

M
176.85
187.33
189.6
174.56
180.97
189.04

SD
30.82
29.71
32.01
34.35
35.94
35.78

排斥组

M
196.65
191.86
209.04
175.24
164.68
186.81

SD
37.81
34.52
36.65
37.85
37.12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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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组/接纳组）*2（奖赏类型：社会反馈/金钱反馈）*3
（线索类型：奖赏/中性/惩罚）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奖赏类型主效应显著，F（1，58）=
21.201，P<0.001，η2=0.268，即被试在MID任务中对

目标的击中速度显著快于 SID任务，表明被试对金

钱反馈具有明显的反应偏好；线索类型同样主效应

显著，F（2，58）=9.550，P<0.001，η2=0.141，表明被试对不

同线索提示的预期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

现：中性提示反应时显著长于奖赏与惩罚提示反应

时（P<0.001），奖赏与惩罚提示反应时之间则没有显

著差异（P=0.898）。
奖赏类型与社会排斥组别之间的交互效应显

著，F（2，58）=11.981，P<0.001，η2=0.141。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社会排斥组对社会反馈（SID）的反应时显著慢

于接纳组，F（1，58）=4.051，P<0.05；对金钱反馈（MID）的
反应时则显著快于接纳组，F（1，58）=32.528，P<0.001，
这表明相较于被接纳个体，被排斥个体对金钱反馈

具有明显偏好；社会排斥可作用于奖赏加工的奖赏

反馈阶段。

线索类型与社会排斥组别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

互作用，F（2，58）=3.361，P<0.001，η2=0.55。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社会排斥组在惩罚提示试次中的反应时显

著短于中性线索，F（2，57）=7.540，P<0.001；但与奖赏提

示试次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P>0.05）；而社会接纳

组个体则在奖赏提示试次中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

提示和惩罚线索提示（Ps<0.001）。以上结果表明被

排斥个体在奖赏加工中不仅表现出奖赏寻求，更偏

向对惩罚结果的回避；而被接纳个体则主要偏向于

奖励寻求。

3 讨 论

本研究以青少年为对象，通过金钱激励延迟任

务（MID）与社会激励延迟任务（SID）考察了社会排

斥对奖赏加工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金钱和

社会奖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并且相较于社会接纳

组，社会排斥组个体对金钱反馈（MID）反应显著更

快，而对社会反馈（SID）则显著更慢，表明青少年群

体也更喜欢金钱奖赏，当处于社会排斥状态时则更

是偏好金钱反馈。同时，研究发现社会排斥组个体

在惩罚线索提示试次中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线

索，而社会接纳组个体则在奖赏线索提示试次中的

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和奖赏线索，这表明被排斥个

体更偏向对惩罚结果的回避，而被接纳个体则更偏

向于奖励寻求。提示社会排斥不仅影响奖赏加工的

预期阶段，而且影响对奖赏的反馈体验阶段。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两组被试对

金钱反馈的反应时均显著短于社会反馈，表明金钱

激励能诱发更大的期待性动机。并且，社会排斥可

以进一步提升个体对金钱的敏感度，通过金钱补偿

来缓解社会排斥引起的消极效应。已有研究发现当

个体遭受到社会排斥时，会更大程度的追求金钱[20]，

并减少亲社会行为，如捐款意愿下降等[21]。甚至仅

仅通过数钱就能够有效缓解社会排斥和生理疼痛带

来的消极体验，而损失钱会加深社会排斥的痛苦体

验 [15]。社会排斥不仅能提升个体对金钱奖赏的期

待，还能降低被试对社会奖赏的敏感度。社会排斥

与低自尊体验密切相关，被排斥个体降低自我评价

并对社会奖赏反应更迟钝[22，23]。这意味着本研究与

以上结果一样验证了社会排斥会让个体更多采用回

避策略，即回避社会信息，转向金钱寻求。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排斥组在惩罚线索提示时对

目标反应最快，显著快于中性线索提示，但与奖赏线

索提示差异不显著；而社会接纳组则对奖励线索提

示时的目标反应显著快于惩罚和中性线索提示。这

表明青少年个体普遍追求奖赏反馈，但社会排斥会

使得个体更加回避惩罚。根据Gray的强化敏感性

理论，假定在神经系统中存在分别对奖励和惩罚信

号敏感的独立子系统，并通过强化效应来调节个体

行为[24]。本研究的奖惩刺激以线索形式呈现，个体

根据奖惩线索或改变其注意资源的分配或调节其行

为反应，对行为进行快速转换，但由于奖励敏感性和

惩罚敏感性之间互不影响，因此被排斥个体既保持

了对奖赏的寻求，又因为被排斥感增强了对惩罚的

回避；而被接纳的个体则只呈现出奖赏寻求效应。

这一结果验证了社会排斥会增强惩罚反馈的预期动

机效应，个体会为了回避惩罚做出更大努力。

本研究结果深化了社会排斥对青少年奖赏加工

的影响研究，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青少年对金钱反

馈和社会反馈的动机效应，为日常生活和学校教学中

针对性运用不同类型反馈来预期学生行为、以及如何

缓解和消除社会排斥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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