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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of high research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emotional vale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emotional valence. 100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are follows: 1)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valence of all emotional stimulus and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us. 2) The valence of
all emo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viduals with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s performed better on the valence of all
emo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than individuals with low subjective well-beings. Individuals with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s can better adapt to social situations, thus, higher sensitive about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us, and better regulation about other emotional 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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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主观幸福感对情绪效价的影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问卷和行为实验来探索不
同个体主观幸福对情绪效价的影响。100名被试参与了研究，结果如下：1) 主观幸福感与总情绪刺激、
正性刺激的效价均显著相关；2) 总情绪效价和正性效价在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水平下差异显著，高主观幸
福感个体的总情绪效价和正性情绪效价显著高于低主观幸福感个体。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有着更好的社
会适应结果，在正性情绪刺激上能更敏感地进行感知，在其他情绪刺激上能够更好地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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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感是研究人类良好存在的实证科学，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对幸福的研究逐步深
入，学者对幸福的定义、结构、测量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不同因子与幸福
感的关系研究及将幸福感作为影响因子的影响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和情绪状态的综合评价，与个人适应有密切关系(Diener et al., 1999)，在对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已有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与人际关系困扰、个人应激水平、价值观和健康状况有
显著的相关(张灵 等，2007；辛自强，池丽萍，2001；刘仁刚，龚耀先，2001；张河川，李润仙，1998；
何瑛，2000)。
情绪效价指对情绪刺激类型及强度的感知，在本研究中主要指对情绪强度的感知。已有研究指出情
绪效价与个体的演绎推理、词汇加工的优势效应和个体的趋避反应均存在影响(刘浩鑫，孟宪璋，2012；
朱丽萍，袁加锦，李红，2011；张晓雯，禤宇明，傅小兰，2012)。
Sprengelmeyer 和 Jentzsch (2006)的研究指出给被试呈现不同类型的表情(愤怒、厌恶和恐惧)时，被试
评定的情绪效价强度也有不同，王琳(2013)在综述中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图片代表的社会意义有关联，
而主观幸福感即是个人与社会适应的综合体现，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幸福感对情绪效价的影
响，一方面可以探讨个人在社会适应中的结果能否导致情绪效价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讨论除了
Sprengelmeyer 和 Jentzsch (2006)使用的负性情绪图片之外，使用正性、中性情绪的图片是否能够产生类
似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在校大学生 100 人，在心理学实验室进行团体实测，进行实验处理后删去无效问卷和无效行
为实验结果，获得有效数据 89 组，其中女生有 65 人，男生有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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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材料
2.2.1. 主观幸福感问卷
主观幸福感问卷选择张灵等(2007)使用的问卷，主观幸福感有 15 个项目，有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
和负性情感三个维度，上述问卷被广泛用于各种研究，有多篇文章对其信效度进行了检验，发现其信效
度良好。
2.2.2. 行为实验
本次实验利用 E-prime 随机呈现情绪性场景来诱发被试情绪，并要求被试报告其情绪效价(从 1~9 评
分)，系统自动记录被试的报告内容。实验流程如图 1。
实验中所使用的情绪性场景图片，都是来自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库(CAPS)。白露(2005)研究验证
CAPS 每张图片的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都十分可观，本研究使用 CAPS 正性、负性和中性
图片各 15 张，具有较好的情绪唤起效果和实用性。
2.2.3. 数据处理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删除实验数据中无反应时和反应时大于或小于两个标准差的数据。利用 SPSS
软件处理数据。

3. 结果
3.1. 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情绪效价的相关
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情绪刺激效价的相关系数如表 1。
主观幸福感与总情绪效价、正性刺激效价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愈高的个体其总情绪效价、正性
刺激效价愈高;主观幸福感分维度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两者都只与正性刺激效价呈显著正相关，正性情
感、生活满意度得分愈高，则其由正性刺激诱发的情绪效价愈高。

3.2. 不同主观幸福感下的个体情绪效价差异比较
不同主观幸福感下个体情绪效价的 t 检验结果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总情绪效价显著，高主观幸福感个体的总情绪效价显著高于低主观幸福感个体的总情绪效价；正性
刺激效价显著,高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效价显著高于低主观幸福感的个体。

4. 讨论
相关分析显示总情绪效价、正性刺激效价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而中性刺激效价、负性刺激效价
无显著相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情绪效价效应。情绪效价效应是指人脑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效价
变化非常敏感，而对正性刺激的效价变化相对不敏感，这是因为对负性刺激的效价变化敏感对个体的生
存适应有重要价值。简言之，如果个体对于负性刺激感知不敏感，个体的生存将会受到威胁，为了个体
更好的生存，个体必须对负性刺激有很强的感知力，要对于负性刺激的效价变化相当敏感。正是出于此
种效应，致使个体的负性刺激效价更多的受其生理基础的影响，而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
但总情绪效价、正性刺激效价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
高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其总情绪效价和正性刺激效价显著高于低主观幸福感的个体。总情绪效价显著
受幸福感影响，其原因在于情绪效价中包含正性刺激效价、中性刺激效价和负性刺激效价，而中性刺激
效价和负性刺激效价在不同幸福感水平下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但正性刺激效价在不同幸福感水平下差异
显著。也即正是因为正性刺激效价的存在，总情绪效价在不同幸福感水平下的差异性才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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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语

注视点

情绪刺激

结语

反馈

Figure 1. Procedure of behavioral experiment
图 1. 行为实验流程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valence of emotional stimulus
表 1. 主观幸福感与情绪刺激效价的相关
总情绪效价

正性刺激效价

*

中性刺激效价

负性刺激效价

**

0.118

0.002

主观幸福感

0.213

正性情感

0.193

0.301**

0.074

0.000

负性情感

0.046

0.120

−0.055

0.012

0.09

0.012

生活满意度
***

0.302

0.200
**

0.292

**

*

注： 代表 p < 0.001，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Table 2. Results of difference tes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emotional valence under differ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不同主观幸福感下情绪效价的差异检验结果及描述性结果
主观幸福感

M

SD

低

4.8721

0.38542

高

5.1500

0.52207

低

6.395

0.75261

高

7.0421

0.69442

低

4.9788

0.55028

高

5.1671

0.57639

低

3.2446

0.38163

高

3.2421

0.67517

总情绪效价

正性刺激效价

中性刺激效价

负性刺激效价

t值

η2

−2.098*

0.060

−3.096**

0.112

−1.158

0.025

0.016

0.015

总而言之，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有着更好的社会适应结果，在正性情绪刺激上能更敏感地进行感知，
因此在正性情绪效价上差异显著；而在其他情绪刺激上能够更好地进行调节，不会对中性或负性刺激过
于敏感，因此在中性和负性情绪效价上差异不显著。

5. 总结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主观幸福感与总情绪效价、正性刺激效价显著相关，而与中性刺激效价、负
性刺激效价相关不显著；总情绪效价和正性情绪效价在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水平下差异显著，且高幸福感
的个体其总情绪效价、正性刺激效价显著高于低幸福感的个体；中性刺激效价和负性刺激效价在三种幸
福感的不同水平下差异都不显著。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有着更好的社会适应结果，在正性情绪刺激上能更敏感
地进行感知，在其他情绪刺激上能够更好地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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