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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框架、损益值大小对完美主义者风险偏好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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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任务框架、损益值大小对完美主义者风险偏好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 2（任务框架：获益，损失）×2
（损益值：大，小）×2（完美主义者类型：积极、消极）三因素混合设计，并使用大学生一般完美主义量表和决策

任务实验材料对 2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①在大小损益值条件下，随着决策任务风险水平的降低，

选择保守方案的人数百分比增幅明显，所有任务情境下均出现了框架效应；②积极完美主义者与消极完美主义者得

分存在显著差异，证实了分组的有效性；③被试在获益情景下小金额决策时更为冒险，而损失情景下无此差异。获

益情景下积极完美主义者更为冒险，而损失情景下无此差异。因此，损失框架下，积极完美主义者表现出更明显的

冒险倾向；而获益框架下，消极完美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这一结果为探究框架效应个体差异的心理机制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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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ask framework and magnitude of outcome on risk preference of
perfectionism. 2 (task framework: gain or loss) × 2 (the magnitude of outcome: large or small) × 2 (types of perfectionism:
positive or negative) three factors mixed design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and adopted in this paper. 225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the experiments. They were asked to make choices on risk preference tasks involving 14 items under
gain or loss task frameworks with small or large magnitude of outcome and then filled out the General Perfectionism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 (GPSC). Results show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outcome,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risk level of the decision-making task, the percentages of conservative progra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aming effects
emerged in all situation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ositive perfectionist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t,
which validates of grouping effectiveness.  Th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when making decisions for
small sums in the gain situat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oss situation. Positive perfectionist showed
stronger desires to take risks in the gain situat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oss situations. Positive
perfectionist more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in the loss situations. Conversely, negative perfectionist show stronger risk
aversion attitude in the gain situations. These results are important for further explora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raming effect.
Keywords: Task framework; outcome; perfectionism; risk preference

决策行为是个人或群体为实现某一预期目标，在不同备选方案中确定最佳选择的过程[1]。框架

效应（Framing effect）是源于表达方式的变化而使得决策者选择倾向发生改变的现象[2]。Tversky 和

Kahneman引入价值函数和参照点两个关键概念，将风险决策划分为相应的编辑和评价阶段，称为前

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在其理论假设中，个体是在对获益/损失的相对知觉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并以价值函数曲线较准确地概括了决策者在获益框架下做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在损失框架下表

现出更多的冒险倾向[3]。但在前景理论中却忽略了决策者的个体因素和决策情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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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作用。李纾等人所提出的关于二选一问题的“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与前者相比，

则可以较好的解释许多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决策过程，如偏好反转等现象。在这一理论假设中，决

策者通过“弱优势”（Weak dominance）原则进行决策，即个体在决策过程中，若发现某一维度上的

两个可能结果的“辨别”差别较大，则会将它作为最终决策的参照；而人为的“齐同”掉在另一维度上

差别较小的两个可能结果不予考虑[4]。损益值大小效应（Magnitude of outcome effect）是指在损益概

率不变的情况下，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变化随决策损益值的大小发生改变的现象，是影响风险决策的

主要因素之一。一系列研究发现决策者常表现为小金额时冒险而大金额时保守，损益值大小效应在

获益情景中稳定存在；但在损失情景下并不适用，决策者多表现出一致的风险寻求[5]。这一损益值

大小效应背后的机制在李纾的齐当别模型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考虑将人格因素作为个体差异变量引入到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中
[6-8]。在张银玲等人对有关人格特征在正负信息框架中对决策的影响作用这一研究中得出，如果信息

采用正面框架呈现时，决策者在选择保守与冒险两种方案情况下的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异；而在信息

采用负面框架呈现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寻求冒险方案的选择[9]。刘涵慧等人在关于人格特征

对不同类型框架下决策的影响研究中指出，敢为者在风险决策框架下较容易表现出较多的风险偏好，

同时焦虑个体具有明显的低风险选项偏好反应[10]。

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作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的人格特征，是对高标准的积极追求，同时伴随

在乎错误、担心失败和苛求等消极心理[11]。基于个人在“追求高标准”过程中反应程度的不同，可以

将完美主义分为适应性完美主义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前者表现为积极追求目标并从中获得积极体

验，后者表现为努力避免失败且伴随不良体验的困扰[12]。完美主义人格是调节和控制个体行为动机

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关于完美主义对成就动机影响的研究发现，积极完美主义与追求成功的动机和

消极完美主义与回避失败的动机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13]。而谢晓非、王晓田对于成就动机影响个体

在风险情景中的风险倾向与认知特征探究中得出，高成就动机的个体在损失情景中对机会更敏感；

而成就动机较低的个体在获益情况下更注重威胁[14]。由此可以推论，积极完美主义者在损失框架中

可能表现出更明显的冒险倾向；而消极完美主义者在获益框架下可能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旨在探讨完美主义者在不同任务框架、损益值大小的情况

下风险偏好机制，从个体差异的角度加深对风险决策的认识，这一作用机制对于探究框架效应个体

差异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有关结果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不同完美主义决策规律的

理解，从而为相关经济心理和人事测评等领域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1 方 法

1.1 被 试

采用方便取样，对福建师范大学选修公共课的 276名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

卷 266份，有效率为 96.38%。其中，男生 91人，女生 175人，平均年龄 20.47±1.15岁。

1.2 实验设计

采用 2（任务框架：获益，损失）×2（损益值：大，小）×2（完美主义者类型：积极，消极）

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损益值大小为被试内变量，完美主义者类型和任务框架为被试间变量。

根据任务框架和大小损益值条件两因素相结合生成两份相应风险决策问卷，为避免顺序误差，

两份问卷题项顺序做相应平衡处理，在施测过程中将被试随机分成四组，每一组被试随机接受其中

一种顺序的决策任务实验材料处理。

1.3 研究工具

1.3.1 大学生一般完美主义量表 由杨宏飞、张小燕等（2007）编制，共 14个条目，包括追求高标准

（7题）和在乎错误（7题）2个维度：前者属于积极完美主义，后者属于消极完美主义。量表采用

5级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相应完美主义倾向越高[12]。

1.3.2 决策任务实验材料 采用 Hsee[15]和Weber（1999）的实验任务范式，在大、小金额两种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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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获益和损失两种框架，各包含 7个决策任务情境，要求被试在每个任务中的保守方案和冒险方

案间做出选择。各个情景中的冒险方案（B）均相同，而保守方案（A）的损益值存在梯度变化。该

情境材料和评价方法为：大金额条件下 7 种决策方案中备选的保守方案（A）的损益值分别为 400
元，600元，800元，1000元，1200元，1400元和 1600元；而冒险方案（B）都是“50%的概率获得

（损失）2000元，50%的概率获得（损失）0元”；而小金额条件下 7种决策方案中备选的保守方案

（A）的损益值分别为 20元，30元，40元，50元，60元，70元和 80元；而冒险方案（B）都是“50%
的概率获得（损失）100元，50%的概率获得（损失）0元”。

2 结 果

2.1 损益值大小、风险水平对框架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以 Hsee等设计的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RP）指数方法为基础。RP指数在 18之间

变化，数值越大表明风险偏好水平越高。在获益条件下，若被试在情景 1至情景 i-1中选择冒险选项，

而在情景 i至情景 7中选择保守选项，则 RP指数定义为 i（i=2,3,……,7）；在损失条件下，若被试

在情景 7 至情景 i 中选择冒险选项，而在情景 i-1 至情景 1 中选择保守选项，则 RP 指数定义为 i
（i=2,3,……,7）。若被试在所有情景中都选择保守选项，则 RP指数定义为 1；若被试在所有情景中

都选择冒险选项，则 RP指数定义为 8。因此，若被试的选择不合逻辑（例如，在获益条件下，在低

编号情景中选择保守选项，却在高编号情景中选择冒险选项；或是在损失条件下，在高编号情景中

选择保守选项，却在低编号情景中选择冒险选项），则 RP 指数经进一步分析，将其视为缺失值，

并定义为无效指数[16]。根据这一统计分析方法，共有 225人数据纳入后续进一步的实验结果分析。

在本研究中，决策任务的风险水平将随着保守方案中的获益金额增加或损失金额减少而逐步提

高。表 1数据显示，无论在大损益或小损益条件下，随着决策任务风险水平的降低，选择保守方案

的人数百分比增幅明显；其次，无论在大损益值或小损益值条件下，所有任务情境下均出现了框架

效应。

表 1 损益值对框架效应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outcome on framework effect
大损益值保守方案

Large outcome
conservative scheme

选择人数/%
People

X²
框架效应

Framework
effect

小损益值保守方案

Small outcome
conservative scheme

选择人数/%
People

X²
框架效应

Framework
effect

获得 400元 22.0 30.12*** 是 获得 20元 11.3 11.84** 是

损失 1600元 0.7 损失 80元 1.5
获得 600元 27.3 30.42*** 是 获得 30元 14.0 11.56** 是

损失 1400元 3.0 损失 70元 3.0
获得 800元 35.3 35.27*** 是 获得 40元 20.7 20.83*** 是

损失 1200元 5.2 损失 60元 3.0
获得 1000元 64.0 67.52*** 是 获得 50元 48.7 38.23*** 是

损失 1000元 8.1 损失 50元 11.1
获得 1200元 70.7 25.63*** 是 获得 60元 64.0 10.53** 是

损失 800元 32.6 损失 40元 41.5
获得 1400元 76.0 14.70*** 是 获得 70元 72.7 8.50** 是

损失 600元 46.7 损失 30元 51.9
获得 1600元 78.0 11.30** 是 获得 80元 75.3 6.82** 是

损失 400元 52.6 损失 20元 57.0
注：*P<.05，**P<.01，***P<.001

2.2 完美主义者类型与风险偏好指数的描述统计分析

将大学生一般完美主义中的追求高标准维度转化为 Z分数，以被试 Z分数得分上下 1个标准差

为参照，并将相应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定义为积极完美主义者和消极完美主义者，两组得分存在显

著差异（t（71）=-25.251，P<.001），证实了分组的有效性。

各实验条件下积极完美主义者、消极完美主义者得分与风险偏好指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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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积极完美主义者、消极完美主义者得分与风险偏好指数

Table 2 Score of positive perfectionism,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index of risk preference

完美主义者类型(N)
Type of perfectionism

一般完美主义得分（M±SD）
Score of general perfectionism

RP指数（M±SD） Index
大获益

Large profit
小获益

Small profit
大损失

Large loss
小损失

Small loss
积极完美主义者（33） 30.88±1.08 5.13±2.16 5.56±1.41 6.18±1.88 6.35±1.37
消极完美主义者（39） 21.54±1.88 2.62±1.56 3.52±2.02 5.78±1.90 5.22±1.66

2.3 任务框架、损益值大小与完美主义者类型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以任务框架、损益值、完美主义者类型为自变量，以风险偏好指数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任务框架主效应显著，F（1,68）=20.464，P=.000<.001，η2=.231；损益值的主效应不

显著，F（1,68）=1.522，P=.222，η2=.022；完美主义者类型主效应显著，F（1,68）=16.824，P=.000<.001，
η2=.198。

其次，任务框架与损益值交互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F（1，68）=4.860，P=.031<.05，η2=.06，进一

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得出，被试在获益情景下小金额决策时更为冒险，F（1,68）=6.025，P=.017<.05，
η2=.081，而损失情景下无此差异，F（1,68）=.463，P=.499，η2=.007（图 1）。

任务框架与完美主义者类型的交互效应在边缘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F（1,68）=4.146，
P=.046<.05，η2=.057，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得出，获益情景下积极完美主义者更为冒险，F（1,68）

=19.201，P=.000<.001，η2=.220，而损失情景下无此差异，F（1,68）=2.094，P=.153，η2=.030（图 2）。

图 1 任务框架与损益值的交互作用 图 2 任务框架与完美主义者类型的交互作用

Fig.1 Interaction of task framework and outcome Fig.2 Interaction of task framework and perfectionist type
损益值与完美主义者类型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68）=.115，P=.736，η2=.002。任务框架×

损益值×完美主义者类型的三级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68）=2.359，P=.129，η2=.034。

3 讨 论

3.1 损益值大小、风险水平对框架效应的影响机制

3.1.1 损益值大小、风险水平对框架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框架效应在大小损益值条件下的稳定

存在。其次，框架效应在不同风险任务中表现稳定，这与经典框架效应的表现一致，可以通过前景

理论中决策者在获益框架下做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在损失框架下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偏好的现象

加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框架效应的稳定性。

3.1.2 框架效应中的损益值大小效应 本研究发现，被试在损失框架下比在获益框架下表现出更多的

风险偏好，这一风险偏好表现为获益情景下小金额决策冒险而大金额决策保守的行为倾向，而在损

失情景下则为大小金额都表现出一致的风险寻求倾向，出现风险偏好的反转。该发现证实，损益值

大小效应在获益情景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支持了齐当别模型的基本假设。同时，本研究不仅得

出了损失情景下，被试在大小金额条件下都倾向于风险寻求，并未出现损益值大小效应，反而一致

表现出了冒险性倾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5]，而且也与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在损失框架下倾

向于风险寻求的基本假设相一致。

3.2 任务框架、损益值大小与完美主义者类型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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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完美主义个体在不同任务框架下都具有显著的风险寻求倾向。因积极完美主义者属于高成

就动机者，其个体自身常常表现出对追求成功的强烈倾向使之具有对机会的积极认知[14]，所以在损

失情景中对机会更加敏感，多采用冒险的认知策略。消极完美主义者通常为低成就动机个体，他们

往往在获益情况下更关注威胁，低成就动机者借助对失败回避的趋力加深了对威胁的认知[14]，所以

多采用保守的认知策略。积极完美主义者的冒险倾向在获益框架和损失框架下同时出现。积极完美

主义与追求成功的动机存在正相关，追求成功动机以如何获得成功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在此种动机

的影响下，个体往往会用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去关注和从事自己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并会选择或采

取一些必要的策略以保证任务高质量的完成[13]。因此，积极完美主义者对保守选择所引发的损失与

冒险所带来的危险均会产生冒险需要。消极完美主义者的风险规避倾向只在获益框架下出现。消极

完美主义与回避失败的动机存在正相关。在注重如何避免失败这一动机的支配下，个体通常会采取

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重要的任务。其中一种表现为防御性的，个体力求通过逃避任务以回避失败。

另一种表现则为积极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常会采取各种方式去努力完成任务以避免失败，

但个体在完成任务时难以避免表露出担心、恐惧等消极情绪[13]。为了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消极完

美主义者为避免保守选择所引发的损失将产生风险回避行为，对冒险所带来的危险易于忽略其所存

在的潜在损失而表现出风险偏好的一面，因此，回避失败的动机对于预测被试的机会与威胁认知更

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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