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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人们在面对两个或多个选择时做出决定

的过程，是思维过程和意志活动过程相互结合的产

物 [1]。近年来，决策一直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的热门领域。Howard指出，决策情境是由不确定

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构成的三维空间 [2]。风险决策

(risk-decision making)是人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一种

决策类型，其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王自成指出，风

险决策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比如决策者的心理和行

为特点可以对整个决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3]。人

们在风险情景中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称为风险

反应倾向，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反应形式：风险寻求

(risk seeking)和风险规避(risk averse)[4-6]。先前研究

表明，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风险反应倾向不同的个

体在得分和表现上存在差异，风险寻求类型的个体

倾向于选择更多的不利纸牌，其得分与风险规避类

型的个体存在显著差异 [7]。先前研究表明，个体的

心理状态（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会对风险决策造成

重要影响，处于不同心理状态的个体在风险决策倾

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8，9]。而自我形象受威胁也会导

致个体产生负性的心理情绪状态，因此风险决策也

可能受到自我形象受威胁的影响。

自我形象受威胁是指当个体在感知到或思考到

自己的失败经历所带来的消极信息后，积极自我观

受到了挑战[10，11]。许多负性事件都可能导致自我形

象受威胁，包括自尊、权力和智力受威胁等[12，13]。前

人研究采用失败的经历对自我形象受威胁进行操

纵，例如引导个体回忆负性事件[14]。以往研究发现，

负性的自我形象与情绪失调具有高相关[15]。相较于

持有正面自我形象的个体，持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个

体焦虑水平更高，消极情绪也更多[16]。而情绪会对

风险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比中

性和积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风险规避[17]。因此，

本研究将探讨自我形象受威胁与风险决策的关系。

先前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回避不愉快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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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包括情绪、想法、记忆、感觉等），而回避不愉快

体验的个体可能会倾向于储藏物品[18]。自我形象受

威胁会使个体产生不愉快的内在体验，与没有受威

胁的个体相比，自我形象受威胁的个体表现出更强

的储蓄倾向，这可能导致风险规避倾向。此外，经济

环境也会对储蓄倾向产生影响 [19，20]，如经济资源的

短缺性 [21，22]。前人有关经济资源短缺性的研究发

现，自我形象受威胁对个人储蓄意愿的提升作用远

高于经济资源短缺等外部威胁对储蓄的作用[14]。

因此，本研究采用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
bling task, IGT)，探究自我形象受威胁对个体风险决

策的影响，以及自我形象受威胁和经济资源短缺对

风险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做出假设：与自

我形象提升情境和经济资源短缺情境相比，自我形

象受威胁会导致个体出现风险规避倾向。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共招募了75名在校大学生（男生19名），

平均年龄为19.93 ± 1.46岁。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

每组25名被试，包括自我形象受威胁组（男生6名）、

经济资源短缺组（男生 6名）和自我形象提升组（男

生 7名）。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

色盲、色弱，均为右利手。实验完成后会给每个被试

二十元的报酬。

1.2 实验任务

1.2.1 回忆事件任务 采用 Steinhart 和 Jiang 在

2019年研究中使用的回忆事件任务[14]，分为三种任

务类型：（1）自我形象提升组：要求被试描述一个由

于自己的行为导致成功的事件，这可以提高被试对

自己的认可度，产生积极的自我形象感；（2）经济资

源短缺组：要求被试描述一个自己遭受资源不足或

有限的事件；（3）自我形象受威胁组：要求被试描述

一个由于自己的行为导致失败的事件，这会降低被

试对自己的认可度，产生消极的自我形象感。

1.2.2 风险决策任务 采用Bechara等人设计的爱

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bling task, IGT) [23]。本金为

2000元，共有四副纸牌，正面分别标记为 1、2、3、4，
反面为收益金额或者收益和损失金额的结合。在实

验开始前，被试不知道纸牌中奖励惩罚的数量、频率

等情况，只是被告知每次任意从 4副纸牌中选择 1
张。实验开始时牌为正面呈现，被试在每个试次中

需要选择一副牌并按键，牌翻转过来呈现反面，被试

将看到自己的盈亏情况并得到文字反馈。牌1和牌

4为不利纸牌，牌 2和牌 3为有利纸牌。选择牌 1每
次都会得到100元的收益，每十张牌中有5张牌伴有

150到 350元不等的损失，选十次牌 1为 250元的净

损失；选择牌4每次都会得到100元的收益，每十张

牌中会有1张牌伴有1250的损失，选十次牌4为250
元的净损失；选择牌2每次都会得到50元的收益，每

十张牌中会有1张牌伴有250元的损失，选十次牌2
为250元的净收益；选择牌3每次都会得到100元的

收益，每十张牌中会有5张牌伴有50元的损失，选十

次牌3为250元的净收益。通过比较对两种牌的选

择次数和最后总金额可以判断被试风险偏好水平。

本任务通过E-prime 2.0程序编写，共有100个试次，

在屏幕左下角呈现当前累计的总金额，左上角呈现

实验次数，四张牌对应D、F、J、K四个按键，通过按

键选择对应纸牌。

1.3 实验程序

首先自我形象受威胁组、经济资源短缺组和自

我形象提升组的被试完成对应类型的回忆任务，随

后三组被试完成爱荷华赌博任务。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包括描述

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操纵检验

为了检验回忆事件任务的有效性，我们参照

Steinhart等人的研究[14]，对自我形象受威胁条件进行

操纵检验。要求被试回答以下问题“我对自己感觉

不好”。采用 1（强烈反对）到 7（强烈同意）七点评

分。结果显示，三组被试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
(2, 57)=15.28, P<0.001, ηp2=0.35。进一步进行事后

检验发现，自我形象受威胁组(M=4.85, SD=1.14)的
得分显著高于自我形象提升组(M=2.75, SD=1.52, P<
0.001)和经济资源短缺组(M=3.70, SD=0.86, P<0.05)；
自我形象提升组的得分显著低于经济资源短缺组

(P<0.05)。此外，参考 Steinhart等人的研究[14]对经济

资源短缺条件的操纵效果进行检验，要求被试回答

以下问题：“我需要获得更多资源”。采用1（非常不

同意）到7（非常同意）七点评分。结果显示，三组被

试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2, 57)=7.22, P<0.05,
ηp2=0.20。进一步进行事后检验发现，经济资源短缺

组(M=6.50, SD=0.60)得分显著高于自我形象受威胁

组(M=5.80, SD=0.89, P<0.05)和自我形象提升组(M=
5.25, SD=1.45, P<0.001)。自我形象受威胁组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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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提升组无显著差异(P=0.10)。操纵性检验结果

表明回忆事件任务是有效的。

2.2 描述性统计

求出各组赌博任务中的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和标

准差，结果如下：

表1 各组赌博任务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2.3 IGT 净分数

净分数计算公式为：有利牌（牌 2、3）的选择次

数减去不利牌（牌1、4）的选择次数。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对三组被试的净分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

三组被试在净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F(2, 72)=7.57,
P<0.001, ηp2=0.17。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自我形象

受威胁组(M=14.80, SD=24.48)的净分数显著高于经

济资源短缺组(M=-2.76, SD=25.57, P<0.05)和自我

形象提升组(M=-14.48, SD=29.99, P<0.001)，经济资

源短缺组和提升组的净分数没有显著差异(P>0.05)。
2.4 IGT决策绩效

决策绩效计算公式为：有利牌选择次数/总次

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被试的决策绩效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组被试在决策绩效上存在

显著差异，F(2, 72)=7.35, P<0.01, ηp2=0.17。进一步

进行事后检验发现，自我形象受威胁组的决策绩效

显著高于经济资源短缺组和自我形象提升组，经济

资源短缺组和提升组的决策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2.5 IGT 最终收益

最终收益是被试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所得到的

最后金额。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被试的最终

收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组被试在最终收益上存

在显著差异，F(2, 72)=4.35, P<0.05, ηp2=0.10。进一步

进行事后检验发现，自我形象受威胁组的最终收益显

著高于提升组(P<0.01)，经济资源短缺组与受威胁组

和提升组的最终收益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
3 讨 论

IGT的净分数、决策绩效、最终收益三项指标可

以反映个体的风险偏好，数值越高表示个体越倾向

于风险规避，越低表示个体越倾向于风险寻求。本

研究结果显示自我形象受威胁组在三项指标中均显

著高于自我形象提升组，并且在决策绩效和净分数

上也显著高于经济资源短缺组，说明自我形象受威

胁会导致个体产生风险规避倾向。个体在回忆由于

自己的行为导致失败的事情后会感受到自我形象受

到威胁，在后续的风险决策任务中表现更加慎重，避

免损失给自我形象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因此，会权

衡收益和损失再做出决策，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稳

收益的有利牌。

本研究结果中经济资源短缺组和自我形象提升

组在三项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相符[24，25]。先前采用经典资源短缺性操作的研究

表明，资源短缺的个体产生了相对消极的自我形象，

而当自我形象受威胁的原因是资源短缺时，个体会

产生冲动性支出，这可能会与自我形象受威胁带来

的风险规避倾向相抵消[22]。因此，这种抵消会使得

经济资源短缺的个体与自我形象提升的个体在风险

决策倾向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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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组

经济资源短缺组

提升组

净分数/次
14.80±24.48
-2.76±25.57

-14.48±29.99

决策绩效/
百分数（%）

59.65±17.57
48.55±16.08
41.30±19.25

总收益/元
2251.00±702.84
1872.00±1033.48
1532.00±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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