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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退缩是指个体跨情境、跨时间，在陌生和熟

悉环境下都表现出的独自游戏、消磨时光的行为[1]。

研究发现，社会退缩是一种多维度的现象 [2]。从动

机的角度可以细分为羞怯型（社会趋近和社会回避

动机均较高）、社交淡漠型（社会趋近和社会回避动

机均较低）和社交回避型（社会趋近动机低而社会回

避动机高）三种亚类型[3]。其中，羞怯个体具有内向

和高神经质的特点 [4]，他们通常缺乏一定的社交技

巧，难以很好地参与社会交往 [1]。社交淡漠个体的

社交知识和技能并没有明显的不足，他们只是不愿

意参与社会互动[3]。而社交回避个体对社会交往怀

有较高的恐惧，倾向于主动回避社会交往活动[5]。研

究者考察了不同亚型社会退缩个体的适应状况，结

果表明，社交回避个体的社会和心理适应状况最差，

羞怯个体次之，社交淡漠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状

况和非社会退缩个体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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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不同社会退缩个体对社会/非社会模糊情境的解释偏向特点。方法：57名羞怯、44名社交淡漠、

30名社交回避以及101名非退缩被试完成模糊情境测验和语句关联范式。结果：①模糊情境测验结果表明：社交回

避和羞怯组的威胁解释偏向显著高于非退缩组；②语句关联范式结果表明：社会情境中，社交回避与羞怯组的威胁

解释偏向均高于非退缩组，社交回避组还显著高于社交淡漠组；非社会情境中，社交回避组的威胁解释偏向显著高

于社交淡漠及非退缩组，而社交淡漠组的积极解释偏向显著低于非退缩组。结论：社交回避与羞怯个体在社会/非
社会模糊情境中表现出明显的威胁性解释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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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nterpretation bias towards social and non-social ambiguity situations among dif⁃
ferent subtypes of social withdrawal. Methods: A sample of 57 shy withdrawal, 44 unsociable withdrawal, 30 avoidant with⁃
drawal and 101 non-social withdrawa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Ambiguous Situations Questionnaire (ASQ) and the 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 (WSAP). Results: ①Rega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SQ, socially avoidant individuals and shy
individuals had higher scores on threaten interpretation bias than non-social withdrawal individuals; ②Regarding to the re⁃
sults of WSAP, in the social context, social avoidance and shyness group endorsed a greater degree of threat interpretation
bias than non-social withdrawal group; socially avoidant individuals also had higher scores on interpretation bias than unso⁃
ciable individuals. In the non-social context, socially avoidant group also performed more threaten interpretation bias than
unsociability and non-social withdrawal. The non-social withdrawal group presented more benign bias than the unsociabili⁃
ty group.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unsociable and non-social withdrawal, social avoidant and shy individuals showed
more prominent threat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non-social situations.
【Key words】 Social withdrawal subtype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terpretation bias; 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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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退缩亚型的形成和维持与个体的社会信息

加工有着密切的联系 [6]。研究表明，具有趋近动机

的个体会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积极的线索和奖励信

号，而以回避动机为主导的个体则更多地注意或加

工消极线索和惩罚信号 [7]。然而目前来看，已有研

究更多关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注意阶段，较少有研

究考察不同亚型社会退缩个体对社会和非社会情境

的解释偏向（interpretation bias）。解释偏向是指个

体以消极或者威胁性的方式对社会/非社会刺激做

出错误解释的现象 [8]。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社会

退缩个体与非退缩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存在一

定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可能体现在社会信息加工

的各个阶段上[9]。如Beck的认知图式理论认为，某

些社会退缩亚型（尤其是羞怯），存在一些不合理的

信念（如认为他人的评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表现

过于敏感、自我关注强烈，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评价较

消极等，并且对社交情境的后果会感到害怕，倾向于

做出负性预期[10]。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社会退缩个

体较之非社会退缩个体对社会/非社会模糊情境会

表现出更明显的解释偏向。

少有的几项研究初步表明社会退缩亚型之间也

存在社会信息加工的差异。如Harrist 及其同事的

研究发现，社交淡漠表现出相对积极的社会认知模

式，而羞怯组则偏向于采用更被动消极的方式 [11]。

此外，金一波等研究认为羞怯作为社交焦虑的前期

阶段，同样对模糊社交情境缺乏积极解释偏向 [12]。

而对于社交回避及社交淡漠解释偏向的研究则非常

欠缺。Nelson对不同社会退缩亚型大学生的消极评

价恐惧的差异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羞怯组被试的

消极评价恐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社会退缩亚型组以

及非社会退缩组，而社交淡漠组被试的消极评价恐

惧显著低于非社会退缩组 [13]。Nelson认为，社交淡

漠组的这一特点可能与其对人际关系存在较低的期

待有关。Coplan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交回避儿童比

羞怯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归因风格[14]。基于上述

研究，本研究预期，具有高回避动机、低趋近动机的

社交回避组个体的威胁性解释偏向最为突出，羞怯

及社交淡漠组次之。

综上，本研究拟采用问卷以及语句关联实验范

式，对三种社会退缩亚型在解释偏向特点上的差异

进行考察，并假设以回避动机为突出特点的社交回避

型个体比羞怯型在社交情境中，表现出更明显的消极

解释偏向，而社交淡漠个体的解释偏向则不明显。

1 方 法

1.1 被试

在上海市两所高校招募845名大学生（女生435
人，平均年龄 18.53岁，SD=0.90）为本研究的初始被

试。借鉴 Coplan等人的方法，采用独处偏好量表

(Child Social Preference Scale, CSPS) 和 羞 怯 量 表

(Cheek & Buss Shyness Scale-revised, RCBS)筛选本

实验的正式被试[14]。入组的方法和标准：求得所有

被试的独处偏好及羞怯的得分，如被试的独处偏好

得分位于后 75%且羞怯得分位于前 25%，则该被试

为典型羞怯型；如被试的独处偏好得分位于前 25%
且羞怯得分位于后 75%，则该被试为典型社交淡漠

型；如被试的独处偏好及羞怯得分均位于前25%，则

该被试为典型社交回避型。最终参与实验的被试共

232名（女生125人，平均年龄18.64岁，SD=0.91），其
中羞怯组 57人，社交淡漠组 44人，社交回避组 30
人，非社会退缩组101人。

1.2 研究材料

1.2.1 独处偏好量表 由Coplan等人编制、刘俊升

等人修订[15]。量表由 7个项目组成，采用 5级计分。

所得 7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明独处偏好程度

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1.2.2 羞怯量表 [16] 由Cheek编制，向碧华等人修

订。该量表共13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分值越高

代表羞怯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0.81。
1.2.3 模糊情境测验（Ambiguous Situations Ques⁃
tionnaire，ASQ） 参照Barrett等人的研究[17]，向被试

呈现12个模糊情境，其中6个为社会情境（如：“你安

排四点举行聚会，到 4点半了还没有人来”），6个为

非社会情境（如：“有一天你在学校注意到你最喜欢

的一本书不见了”）。每个情境项目包括威胁性和非

威胁性两种解释（如：“没有人愿意来参加聚会”，“他

们迟到了”）。记录被试在社会和非社会情境下，选

择威胁性解释的频次，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威胁性

解释偏差程度越高。

1.2.4 语句关联范式（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 WSAP） 参考Beard和Amir的研究[18]，采

用语句关联范式对解释偏向进行测量。研究材料由

38个描述社会语境的语句（如：“你说了什么之后大

家笑了”）和17个描述非社会情境的语句（如：“你感

觉飞机在降落”）以及 110个词语组成（积极性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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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性词语各半）。每个句子分别和一个积极性含义

的词语（如：“有趣”）以及一个威胁性含义的词语

（如：“尴尬”）搭配。语句关联范式的实验程序分为

四步：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时长为500ms 的注

视点“+”，让被试的注意集中在屏幕中央；注视点消

失，在屏幕中央紧接着会出现一个威胁性含义的词

语诱导(“尴尬”)或积极含义诱导(“有趣”)，呈现时长

也为500ms；接着，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模糊含义语句

(“你说了什么后人们开始大笑”)，被试看完句子需

要按“空格键”继续；最后，要求被试针对诱导词与模

糊语义句子的联系做出反应，认为诱导词与句子有

关联按“1”键，词句无关联按“3”键，被试做出按键反

应后下一个试次立即开始。每个积极词与消极词搭

配同一个句子，共110个正式实验试次和8个练习试

次，每个词-句子匹配的试次由计算机随机呈现，所

有文本为白色 18号字体，黑色背景，计算机记录正

式实验的按键频数。

2 结 果

2.1 模糊情境测验结果

被试对社会/非社会情境的威胁性解释分数见

表 1。以社会/非社会情境为被试内因素，性别和被

试组别（羞怯、社交淡漠、社交回避、非社会退缩）为

被试间因素，进行 2×2×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1）被试组别主效应显著，F( 3，224)=2.92，P<
0.05：社交回避组和羞怯组的威胁性解释分数均显

著高于非社会退缩组（M 社交回避_非退缩=0.49，M 羞怯_非退缩=
0.34）；（2）性别主效应显著，F( 1，224) = 4.17，P<
0.05，男生的威胁性解释分数显著高于女生（M 男_女=
0.28）；（3）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1，224)=10.80，P<
0.001，社会情境下的威胁性解释分数显著高于非社

会情境；（4）情境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224)=
4.59，P<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男女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社会性模糊情境中。男生对社会性模糊

情境的威胁解释分数显著高于女生（M 男_女=0.50）。

其他主效应及交互作用不显著。

2.2 语句关联范式实验结果

参照Beard 和Amir的做法[18]，为了排除极端值，

我们删除了反应时低于50ms以及高于2000ms的实

验试次，删除率为 3.62%。被试组别在各实验条件

下频数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2。

S-ASQ
NS-ASQ

羞怯（n=57）
男（n=24）
2.75±1.42
2.46±1.02

女（n=33）
2.76±1.52
2.42±1.03

社交淡漠（n=44）
男（n=18）
3.19±1.36
2.35±1.03

女（n=26）
1.81±1.36

2±1.33

社交回避（n=30）
男（n=15）
3.13±1.64
2.6±0.91

女（n=15）
2.8±1.15
2.47±0.83

非社会退缩（n=101）
男（n=50）
2.52±1.29
2.01±0.90

女（n=51）
2.25±1.16
2.26±0.82

注：S-ASQ：社会情境威胁解释偏向，NS-ASQ：非社会情境威胁解释偏向。

表1 描述性统计情况(M±SD)

表2 不同类型被试在各实验条件下

频数的均值和标准差M(SD)

语句为社会性情境时，以频数为因变量，以反应

类型2（接受，拒绝）×词语类型2（威胁，积极）为被试

内因素，以性别和被试组别为被试间因素，做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词语类型、被试组别和

性别的三者交互作用显著，wilk’s λ=0.96，F(3，224)=
2.96，P<0.05，在做出接受积极性语句关联上，害羞

组男生显著少于社交淡漠组男孩（M 害羞 -社交淡漠=-
0.88），其他无显著差异；（2）反应类型、词语类型和

被试组别三者交互作用显著，wilk’s λ=0.95，F(3，
224)=4.29，P<0.01，具体为在接受威胁性语句关联频

数上，社交回避组显著高于非社会退缩组（M社交回避-非

退缩=3.14），在拒绝威胁性语句关联频数上，害羞组和

社交回避组显著少于非社会退缩组（M 害羞-非退缩=-
2.27，M 社交回避-非退缩=-3.25）且社交淡漠组显著高于社

交回避组（M 社交淡漠-社交回避=3.08）；（3）反应类型×词语

类型×性别三者交互作用显著，wilk’s λ=0.95，F(1，
224)=5.60，P<0.05，具体为拒绝消极语句关联上，女

生高于男生（M男-女=1.78）。
语句为非社会性情境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1）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1，F
(1，224)=23.12，P<0.001，做出接受反应的频数显著

社会情境

1认可威胁

2认可积极

3拒绝威胁

4拒绝积极

非社会情境

5认可威胁

6认可积极

7拒绝威胁

8拒绝积极

羞怯组

（n=57）
M(SD)

14.7（5.82）
22.86（5.92）
21.54（6.26）
13.51（6.00）

8.67（3.72）
10.02（2.93）
7.44（3.91）
6.37（2.97）

社交淡漠

（n=44）
M(SD)

13.21（5.82）
23.21（5.30）
23.79（5.69）
14.12（5.22）

7.86（3.40）
9.35（2.76）
8.88（3.35）
7.33（2.71）

社交回避

（n=30）
M(SD)

16.00（7.50）
23.25（5.95）
20.39（7.96）
13.43（5.76）

9.93（3.97）
10.07（3.51）
6.64（3.82）
6.21（3.26）

非社会退缩

（n=101）
M(SD)

12.89（6.40）
24.03（5.35）
23.71（6.22）
12.46（5.02）

7.62（4.00）
10.45（3.00）
8.71（3.92）
5.96（2.91）

··27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年 第30卷 第2期
大于拒绝的频数（M接受-拒绝=2.0）；（2）反应类型×
词语类型×被试组别三者交互作用显著 wilk’s λ=
0.94，F(3，224)=5.07，P<0.01，具体为在接受威胁性

语句关联上，社交回避组显著高于社交淡漠组及非

社会退缩组（M社交回避-社交淡漠=1.79，M社交回避-非退缩=2.15），

在接受积极性语句关联上，非社会退缩组显著高于

社交淡漠组（M非退缩-社交淡漠 =1.14），在拒绝威胁性语句

关联上，社交回避组显著小于社交淡漠组及非社会

退缩组（M社交回避-社交淡漠=-1.96，M社交回避-非退缩=-1.88），而

在拒绝积极性语句关联上，非社会退缩组显著小于

社交淡漠组（M非退缩-社交淡漠=-1.40）。
3 讨 论

基于模糊情境测验的结果表明，个体对社会模

糊情境的威胁性解释程度要显著高于非社会模糊情

境。这与以往研究类似，如Beard和Amir对社交焦

虑群体的研究，同样表明在社会情境中威胁解释被

激活，使接受积极性解释变得困难[18]。另外，金一波

对羞怯群体的解释偏向研究也强调了社会情境的突

出性[12]。这可能与社会退缩群体本身的气质特点以

及消极信念有关，他们本来就是在社交情境中或意

识到在被他人评价时表现出退缩行为。动态系统模

型认为，气质在情绪与认知评估之间的正向反馈回

路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持续的反馈导致情绪行为

和认知模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19]。

模糊情境测验结果还表明，无论社会还是非社

会情境，社交回避组和羞怯组的威胁解释偏向显著

高于非社会退缩组。语句关联实验范式的结果也呈

现出组别差异：社会情境中，羞怯组与社交回避组的

威胁解释偏向均高于非社会退缩组，同时社交回避

组还显著高于社交淡漠组，而羞怯组的积极解释偏

向显著低于社交淡漠组；非社会情境中，社交回避组

的威胁解释偏向显著高于社交淡漠组及非社会退缩

组，同时社交淡漠组的积极解释偏向显著低于非社

会退缩组。

整体可以看出社交回避、羞怯的威胁性解释偏

向相对社交淡漠和非社会退缩组来说更高，积极解

释偏向更低。动机趋向理论认为，社交趋近动机的

个体把注意力更多地朝向积极刺激和奖赏信息，而

存在社交回避动机的个体则更多地朝向消极刺激和

惩罚信号[20]。社交回避同时呈现高回避、低趋近的

动机特点，可想而知对于模棱两可的情况使他们更

加苦恼和焦虑，更多地对信息进行消极的解释。而

对于社交淡漠个体，他们虽然既不趋近也不回避社

交，但威胁性解释偏向还是与非退缩个体存在显著

差异。从集体主义文化角度来看，社交淡漠个体的

适应功能较差[21]，且大学生正是需要社会交往的时

候，更趋向于独处的此类个体可能会受到身边同伴、

老师的不接纳，同时反过来又影响其面对社交情境

的解读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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