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30 No.2 2022

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又称社交

恐怖症(Social phobia)，是指个体对暴露在可能被他

人审视的人际情境存在显著而持续的非理性恐惧或

焦虑[1]。社交焦虑对个体的社交活动和人际关系造

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功

能[3，4]。有研究显示，社交焦虑者的社交困难一定程

度上源于其不善于利用面部表情这种重要的社交信

息[3，4]。面部表情作为情绪信息的重要线索，与社会

交往高度相关。通过面部表情线索，可获得社会互

动中关于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等信息 [2]。例如，愉悦

表情传达了“喜欢或赞成”，愤怒表情传达了“敌意或

不赞成”。

对负性评价的恐惧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社

交焦虑的产生多源于感知到被审视或负性评价时的

反应[1]。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提出临床社交恐怖症

患者和非临床高社交焦虑者(统称社交焦虑个体)对
诸如愤怒或不赞成的面部表情等社交威胁线索高度

敏感[8]。与此相一致，视觉搜索任务中，较之在含有

负性评价信息的分心面孔中搜索一个中性面孔，若

在很多中性面孔中搜寻愤怒面孔，社交恐怖症患者

完成任务要快很多 [9]，提示愤怒面孔更能吸引患者

的注意。较之愉悦面孔，社交恐怖症患者对于愤怒

面孔的探测速度较少受到分心刺激数量的影响[10]，

表明患者对愤怒面孔更敏感。点探测结果表明，较

之中性及愉悦面孔，社交焦虑个体对愤怒面孔呈现

过的空间位置上出现的探测刺激反应更快 [11-13]，表

明愤怒表情直接影响了社交焦虑个体的注意空间定

向。因此，愤怒面孔作为表征负性评价的社交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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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析高社交焦虑者对愤怒面孔时间维度的视觉注意特征。方法：采用RSVP双目标任务，考察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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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当T2是中性面孔时，出现了典型的注意瞬脱现象。当T2为愤怒面孔时，出现注意瞬脱对抗效应；（2）高愤怒

面孔在三种延迟条件下均存在加工优势，而低愤怒面孔的加工优势只出现在注意瞬脱的短延迟时(SOA为 200ms,
300ms)。（3）高社交焦虑组对高、低愤怒面孔均存在加工优势，而低社交焦虑组仅对高愤怒面孔存在加工优势。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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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注意资源的时间进程中，高、低社交焦虑者都对高愤怒面孔存在注意偏向，只有高社交焦虑者对低愤怒面孔

高度警觉，存在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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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attention for angry facial expressions in high so⁃
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Methods: Using dual-target RSVP paradigm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for facial ex⁃
pressions in high- and low-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Results: (1)The performance accuracy of T1 (neutral fac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2 when T2 also were neutral faces. Yet, participants showed an attenuated attentional blink (AB)
when the second target were angry faces. (2)The prioritized processing of high-angry faces occurred in three time delay
(200ms, 300ms, 400ms) whereas the prioritization of low- angry faces was merely observed in short time delay(200ms,
300ms). (3)High socially anxious group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more accuracy on high- and low-angry faces than neutral
ones, whereas the effects was merely observed on high-angry faces in low socially anxious group. Specifically, the accurate
report of T2 in high social anxie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w group when T2 were low -angry faces,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en T2 were high and neutral faces. Conclusion: High and low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have a tendency to preferentially allocate attention to high-angry faces in the temporal domain. Howev⁃
er, it is only the high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that exhibit over-vigilant to low-angry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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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交焦虑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社交焦虑选择性注意偏向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空间领域，然而，视觉信息既在空间维度也

在时间维度分配[14]。快速序列视觉呈现(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RSVP)是一种广泛用于检测时间

视觉注意的方法。在RSVP双任务范式中，两个靶

刺激(T1, T2)嵌入到一个快速连续出现的分心刺激

流中，当 T1和 T2的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
chrony, SOA）在 200-500ms时，T2的准确性通常受

到损害，这种现象被称为注意瞬脱(attentional blink,
AB)[14，15]。200-500ms的延迟时间被称为注意瞬脱窗

口，500ms之后 T2的加工不再受损 [16，17]。注意瞬脱

效应发生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这时认知系统对

于认知资源的加工处理能力有限，出现了不同刺激

之间的注意资源竞争[15]。然而，当T2为突出的或情

绪性刺激、特别是具有威胁性时，T2的准确识别率

提高，注意瞬脱效应减弱[18-22]，表明威胁刺激较之中

性刺激具有加工优势。近年来，注意瞬脱效应的临

床应用价值受到重视。研究发现，一些特殊群体(例
如，精神分裂症、自闭症等)在注意的时间方面有着

较大的损害，表现为比正常人更大的注意瞬脱效

应 [17]。有研究显示，在完成经典RSVP任务时，高焦

虑组较之低焦虑组的注意瞬脱效应更大[23]。而在社

交焦虑领域，de Jong等的研究发现，当T2是愤怒面

孔时，所有被试的注意瞬脱效应均减弱 [24，25]。另一

项针对高、低社交焦虑女性的研究表明，较之中性和

愉悦面孔，当T1是愤怒面孔时，所有被试的注意瞬

脱效应均增大[16]。这表明，RSVP范式中的愤怒优势

效应(anger superiority effect)在社交焦虑个体中并不

特别明显。截至目前，尚无研究证明时间维度上，社

交焦虑个体对威胁性情绪面孔存在注意偏向。

那么，社交焦虑个体是否存在情绪面孔注意资

源时间进程的加工偏向呢？仔细分析发现，以往社

交焦虑的RSVP研究涉及正、负情绪面孔对于注意

资源的竞争。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对情绪表情的

强度进行区分，而这一点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事实

上，日常生活中，面部表情强度通常是不同的，更常

见的是一些微妙的表情[26]。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

障碍患者表现出一种固有的焦虑反应模式，甚至对

非常微妙的威胁迹象都很敏感[27]。也有证据显示，

较之控制组，社交焦虑组更易探测到低强度的愤怒

面孔 [28，29]。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一个有效的威胁

侦测系统必须确保注意指向真正严重的威胁，因此，

健康或正常个体应当对超过某种阈限的威胁刺激存

在注意偏向，否则系统的功能将是失常的[30]。由于

高度显著的刺激具有较低的识别阈限[24]。因此，高、

低社交焦虑者对高威胁刺激都应当警觉，他们的差

异应该在于是否对低威胁刺激敏感。注意功能理论

认为，注意的效价评估系统负责评估刺激的威胁值，

其功能包括自动迅速地分析刺激的特征、整合细节

内容，而焦虑倾向者的这一系统比较敏感，通常可忽

略的极微小消极刺激被他们赋予较高的主观威胁

值 [31]。因而，非常有必要按照效价及唤醒度水平对

愤怒表情进行区分，极有可能因刺激材料的强度不

同，两组被试对于愤怒面孔的注意时间加工呈现不

同特点。鉴于此，本研究采用RSVP双目标任务，将

T1设定为中性面孔，将T2分别设为中性和高、低愤

怒面孔，研究旨在考察高社交焦虑者是否对障碍特

异性面孔(愤怒)存在时间维度的视觉注意偏向？研

究假设：在注意瞬脱的时间窗内，高、低社交焦虑组

对高、低愤怒面孔的视觉搜索正确率均高于中性面

孔；并且，较之低社交焦虑组，高社交焦虑组对低愤

怒面孔的侦测可能更为敏感。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某中学高二、高三年级整群抽取336人，通过

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
cent, SAS-A)[32]中文修订版[33]进行筛选。选取量表得

分前、后各 10%的被试分别纳入高、低社交焦虑组，

最终得到有效被试62人。其中，高社交焦虑组31人
(男 14人，女 17人，平均年龄 16.58岁)，低社交焦虑

组31人(男16人，女15人，平均年龄16.76岁)。两组

的性别比例及年龄均无显著差异(Ps>0.36)。高社交

焦虑组在 SAS-A上的得分(68.13±5.60)显著高于低

社交焦虑组(27.39±4.89)，t(60)=36.03，P<0.001。
1.2 工具

采用王才康修订的La Greca和Lopez编制的青少

年社交焦虑量表(SAS-A)[33]。该量表包含18个条目，

包括害怕负面评价、新情境及一般情景下的社会回避

3个维度，采用1(很不符合)~5 (很符合)五级评分，得分

越高表明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SAS-A及各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6～0.92之间。

1.3 实验材料

从中国人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
ture System, CAPS)[34]中选取 80张中性、40张愤怒面

孔(按照情绪效价评分，选取高、低愤怒面孔各 20
张)，共 120张，均为黑白照片，每种情绪面孔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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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半。情绪面孔由 30名不参加实验的高中生分别

在愉悦度和唤醒度两个维度上进行1～9级评分，评

定程序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写。对评分结果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愉悦度差异显著，高愤怒

(2.50±0.23)<低愤怒 (3.20±1.31)<中性面孔 (4.56±
2.39)，F(2, 119)=183.9，P<0.001，η2=0.68；唤醒度差异

显著，高愤怒(6.70±0.97)>低愤怒(5.25±1.29)>中性面

孔(3.78±2.03)，F(2, 119)=65.36，P<0.001，η2=0.46；多
重比较结果显示，高愤怒、低愤怒、中性面孔在愉悦

度及唤醒度上的评分结果均两两差异显著，说明不

同情绪面孔间愉悦度及唤醒度的区分性良好。干扰

刺激为网上下载的 780幅彩色风景图片。另外，随

意选择10张情绪面孔，13张彩色风景图片作为练习

trial使用。所有图片大小统一制作成12cm×9cm。

1.4 实验设计

采用 2(组别)×3(T2表情类型)×3(SOA)的三因素

混合设计。组别是被试间变量，包括高、低社交焦虑

两个水平；T2表情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按情绪效价

及唤醒度水平分为低愤怒、高愤怒、中性表情三个水

平；SOA为被试内变量，指 T1和 T2的三种间隔时

间：200ms、300ms、400ms。
1.5 实验程序

实验在安静的机房进行，被试距离电脑屏幕约

60cm坐定。实验中，在计算机屏幕同一位置相继快

速呈现一系列图片，呈现时间为100ms，图片连续呈

现、无时间间隔。一个实验 trial包括 15张图片，其

中2张为靶刺激(均为黑白人物面部表情图片)，另外

13张为干扰刺激(均为彩色风景图片)。第一个靶刺

激(T1)为中性面孔，第二个靶刺激(T2)为情绪面孔

(低愤怒、高愤怒，中性表情)，T1位于刺激序列第7个
位置，T2分别位于第 9、10、11位置，即T2分别落后

于T1 200ms、300ms、400ms。实验指导语如下：欢迎

参加本实验，首先屏幕中央出现“+”，提醒你实验开

始，之后将连续快速呈现一系列图片，多数为彩色风

景图片，其中两张为黑白人物表情图片，这就是你的

目标。当这一序列图片呈现结束后，请对这两个目

标图片依次进行评价：感觉一般的请按“0”键，感觉

不太舒服的请按“1”键，感觉非常不舒服的请按“2”
键。实验中，每种延迟条件包括 T1中性-T2中性、

T1中性-T2低愤怒、T1中性-T2高愤怒各20个 trial，
共 60个 trial，实验总计 180个 trial。先进行 10个练

习 trial，熟悉流程后进入正式实验，每完成30个 trial
休息30秒。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写，实验流

程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刺激呈现流程图（T2落后T1 200 ms图示）

2 结 果

采用 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RSVP双

目标任务中，高、低社交焦虑组对靶刺激T1(中性)及
T2(中性，高愤怒，低愤怒)视觉搜索的平均正确率结

果如表 1和表 2所示。T1的正确率为 83%～91%，

T2为中性面孔时的反应正确率为41%～44%。分别

对三种延迟条件的中性面孔 T1及 T2的 t检验结果

如下：SOA为 200ms时，t(60)=30.56，P<0.05；SOA为

300ms 时，t(60) =23.66，P<0.05；SOA 为 400ms 时，t
(60)=22.91，P<0.05。即以上三种延迟条件下，T2(中
性)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T1(中性)。

表1 不同延迟条件下T1的正确率(M±SD)

表2 不同延迟条件下T2的正确率(M±SD)

对T2正确率进行2×3×3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组别主效应显著，F(1，60)=6.29，P<0.05，
η2=0.12。面孔类型主效应显著，F(2，120)=41.06，P<
0.001，η2=0.76。SOA×面孔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
(4，240)=11.26，P<0.01，η2=0.18，如图 2所示。组别×
面孔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120)=3.71，P<0.05，
η2=0.07，如图 3所示。其它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

显著(Ps>0.05)。

时间间隔

200ms
300ms
400ms

高社交焦虑组

0.86±0.26
0.83±0.18
0.85±0.21

低社交焦虑组

0.91±0.23
0.86±0.23
0.87±0.20

时间间隔

200ms

300ms

400ms

T2情绪效价

高愤怒

低愤怒

中性表情

高愤怒

低愤怒

中性表情

高愤怒

低愤怒

中性表情

高社交焦虑组

0.65±0.31
0.64±0.23
0.43±0.17
0.75±0.26
0.67±0.29
0.44±0.11
0.83±0.26
0.62±0.21
0.43±0.13

高社交焦虑组

0.60±0.29
0.53±0.27
0.41±0.16
0.69±0.25
0.62±0.28
0.42±0.16
0.78±0.29
0.38±0.17
0.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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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类型T2在三种SOA条件下的侦测正确率

图3 高、低社交焦虑组对不同类型T2的侦测正确率

对 SOA×面孔类型的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三种 SOA条件下，三种面孔类型的正确率

均差异显著：SOA为 200ms时，F(2，120)=14.83，P<
0.01，η2=0.22；SOA 为 300ms时，F(2，120)=19.20，P<
0.001，η2=0.73；SOA 为400ms时，F(2，120)=26.90，P<
0.001，η2=0.78。事后分析发现，SOA 分别为 200ms
和300ms时，高、低愤怒面孔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中

性面孔(Ps<0.001)，而高愤怒与低愤怒面孔的正确率

差异不显著(P>0.05)；SOA 为 400ms时，高愤怒面孔

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低愤怒与中性面孔(Ps<0.001)，而
低愤怒与中性面孔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P>0.05)。

对组别×面孔类型的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效应检

验，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组对不同类型T2的视觉

搜索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F(2，60)=28.11，P<0.001，
η2=0.44，高、低愤怒面孔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中性

面孔(Ps<0.001)。低社交焦虑组对不同类型T2的正

确率差异显著，F(2，60)=17.16，P<0.001，η2=0.31，高
愤怒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面孔(P<0.001)，而低愤

怒和中性面孔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0.05)。并且，

高社交焦虑组对低愤怒面孔的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

低社交焦虑组，F(1，60)=13.70，P<0.05，η2=0.27；高愤

怒面孔及中性面孔的反应正确率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Ps>0.05)。
3 讨 论

本研究在RSVP范式的双任务条件下，使用障

碍特异性刺激，即愤怒面孔，考察高、低社交焦虑者

时间维度的视觉加工特点。结果表明：从认知加工

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注意瞬脱的时间窗内(T2和 T1
间隔200-400ms)，总体上，被试对后续靶刺激(T2)的
侦测正确率普遍下降，出现了典型的注意瞬脱现象。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愤怒优先”假说，即当T2为
愤怒面孔而非中性面孔时，被试对T2的识别增强、

注意瞬脱效应减弱。这一结果与过去使用情绪面

孔 [25]或简笔画面孔 [2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愤

怒面孔的识别阈值相对较低，更容易被侦测，出现注

意瞬脱对抗效应。关于情绪信息影响注意瞬脱的可

能机制，主流的理论观点认为，注意瞬脱引起的对

T2侦测准确率的降低是因为两个靶刺激与分心刺

激竞争有限的加工资源[15]。由于威胁刺激可获得自

动加工 [35]，因此无需多少注意资源即可被知觉到。

抑或，情绪刺激能激活包括杏仁核、前额及感觉皮质

的神经结构网络，它们反过来可调节注意及视觉感

知加工，进而对威胁线索的主观感知体验及其捕获

注意的能力增强[36，37]。

本研究发现，高、低愤怒面孔的加工优势在注意

瞬脱的时间窗内表现有所不同。在T1与T2间只有

一个或两个干扰刺激的试次中(间隔 200-300ms)，
高、低愤怒面孔均存在加工优势；而当T1与T2间有

三个干扰刺激时(间隔400ms)，高愤怒面孔的加工优

势仍然存在，低愤怒面孔的加工优势消失。也就是

说，在发生注意瞬脱的时间窗内，高愤怒面孔始终存

在加工优势，而低愤怒面孔的加工优势只出现在短

延迟条件下(双靶间隔200-300ms)。这表明，较之低

愤怒面孔，高愤怒面孔有更强的加工优势。一项针

对健康被试的研究发现，面孔表情的强度与有效识

别成正比，即表情强度越高，越易被准确识别[38]。表

情强度的增加意味着情绪更加突出，并迅速吸引了

注意[39]。因此，类似于视觉“鸡尾酒会”效应，在快速

视觉流中侦测高愤怒面孔的阈值相对较低，导致较

强的注意瞬脱对抗效应。本研究显示，短延迟(200-
300ms)时，高、低愤怒面孔的侦测正确率差异不显

著；而在中延迟(400ms)时，高愤怒面孔的侦测正确

··25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30 No.2 2022
率显著高于低愤怒面孔。提示效价及唤醒度对正确

侦测率的影响不仅存在于中性刺激与情绪刺激之

间，也存在于同种情绪之间，同样是愤怒面孔，高效

价和高唤醒度较之低效价低唤醒度的愤怒面孔有更

强的加工优势，本研究显示这种差异出现在注意瞬

脱时间窗400ms的位置。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高、低社交焦虑者对

于高、低愤怒面孔视觉注意的时间特征。研究发现，

对于不同效价和唤醒度水平的情绪面孔T2，高社交

焦虑组对高、低愤怒面孔的视觉搜索正确率均显著

高于中性面孔，而低社交焦虑组仅对高愤怒面孔的

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面孔。并且，两组只在低愤怒

面孔的正确率上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交焦虑组对低

愤怒面孔的视觉搜索正确率显著高于低社交焦虑

组。提示高、低社交焦虑组对愤怒面孔在时间维度

上的认知加工存在差异：低社交焦虑组只对高愤怒

面孔存在注意偏向，高社交焦虑组对高、低愤怒面孔

都非常敏感。显然，愤怒优势效应在高社交焦虑者

中尤其明显，这是因为威胁性面孔对于害怕社交或

负性评价的人来说尤其突出，即便是非常微妙的威

胁性刺激也会随时侵占其注意资源[40]。本研究中，

在注意瞬脱的时间窗内，较之低社交焦虑组，高社交

焦虑组对低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极为明显。在注意

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社交焦虑组仍然对低愤

怒面孔非常警觉，存在视觉注意时间维度的加工偏

向。最近，一项关于情绪敏感性神经机制的ERP证

据显示，较之低社交焦虑组，高社交焦虑组对愤怒面

孔反应的N170波幅会增加，即使很低强度的愤怒表

情，高社交焦虑组也足以识别，而低社交焦虑组则不

然[41]。因此，一张愤怒的面部表情可能对于社交焦

虑或社交恐怖症个体而言不啻为一个强有力的威胁

信号，即使是一个敌意感知的微妙“暗示”也足以使

其视觉加工产生偏差。对低威胁刺激的高度警觉和

注意偏差，或许是社交焦虑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易焦

虑的深层次原因。

Fredrickson认为，对威胁刺激的警觉是种系发

展过程中人类面对威胁和危险时的适应性表现[42]。

例如，当应对害怕相关的刺激(如，蛇)或负性情绪

(如，愤怒面孔)时，快速识别这些危险刺激可尽快激

活防御系统，从而及时有效躲避可能的伤害，对机体

起到保护作用，促进威胁情境中的生存机会 [35，43]。

然而，对环境中危险信息的侦测毕竟占用了有限的

认知资源，如果过分注意威胁信息则是不适应的表

现。比如，社交焦虑个体对社交威胁信息的过度注

意捕获，导致其在社交情境中难以保持对任务相关

目标的注意[44]。事实上，人类认知加工系统或存在

某种威胁评估系统，当刺激威胁程度超过某个阈值，

则会得到优先加工，否则会被忽略掉，而高焦虑个体

威胁评估系统的阈值更低[45]，即使微不足道的威胁

刺激仍然被优先加工。本研究发现，两组被试都对

高愤怒面孔非常警觉，而高社交焦虑者对低愤怒面

孔也非常警觉，表明高社交焦虑者的威胁评估系统

非常敏感，即使时间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对

环境中微弱的负性情绪刺激迅速检索，存在时间维

度的选择性注意偏向。

总之，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及大量实证研究证

明，对社交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在社交焦虑中起着

核心作用，对威胁性信息的过度关注可能是维持社

交焦虑功能紊乱的关键机制[40]。过去研究证明了社

交焦虑者空间维度的注意偏向，本研究首次提供了

社交焦虑时间维度的注意偏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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