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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间流”( timeflow ) 是指从行为体验的角度来定义时间，即个体在当前某项活动中所感知到行为体验的时间过程，塑造“时
间流”的维度包括：外部场景的塑造、自身肢体动作的配合、活动规则的初步感知、目标情感的逐渐融入、文化喻义的深入联想。
影响个体“时间流”的主要因素包括感知和情绪，“时间流”也会影响消费体验和幸福体验。未来应关注时间“双扭结”价值函
数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及验证“时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
关键词 时间流 时间边际效用 “双扭结”价值函数

时间已成为决策心理学和营销学者关注的焦点。
时间分配的长短会影响时间相关决策本身；人们为
了做出最优决策，需要对不同的行为分配不等的
时 间 ( Chabris, Laibson, Morris, Schuldt, & Taubinsky,
2009 )。时间管理是个体为了实现目标而对行为进行
时间把控，有效的时间管理更有利于个体目标的实
现 ( Häfner & Stock, 2010 )。研究表明，对时间的感
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时间知觉能力几乎会影响
所有认知过程的演化 ( Gerstner, 2012 )。时间知觉会
影响消费者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消费偏好的
稳定性 ( Lee, Lee, Bertini, Zauberman, & Ariely, 2015 )，
感知收益与目标之间的冲突也会使消费者感觉到拥
有更少的时间 ( Etkin, Evangelidis, & Aaker, 2015 )。
近期文献发现，个体即时活动中的时间体验具
有重要的意义，将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 ( Woermann
& Rokka, 2015 )。假设你正在马尔代夫的沙滩沐浴
阳光，这段时间里，享受了沙滩的美景和阳光，感
受到度假的美好时光给你带来的幸福体验，这段愉
悦的时间体验过程就是“时间流”。“时间流”是
指个体在当前某项活动中所感受到行为体验的时间
过程 ( Woermann & Rokka, 2015 )。本文将回顾已有
“时间流”文献，在梳理和界定“时间流”概念的
基础上，阐述“时间流”的各维度及维度之间的关系，
综述影响个体“时间流”的主要因素以及“时间流”
对个体消费体验和幸福体验的影响。

１ “时间流”的概念和维度

１.１ “时间流”的概念
已有文献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时间”的概念进
行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时间具有重要的货币价值，
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某段时间用于工作时所能为之
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 ( 加里，吉蒂 , 1992/2013)。从
心理学角度来讲，时间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 谭裘麒，
1998）。心理学家主要探究时间知觉、时间顺序及
时间认知的脑机制等问题。比如凤四海和黄希庭
（2004）在分段综合的框架下考察了时间知觉的内
涵，并对时间知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讨论。黄希庭
等 (2005) 还进一步利用事件相关电位和脑成像技术
探索时间信息加工的时程和功能定位问题。
近 期 文 献 提 出， 时 间 不 仅 仅 具 有 客 观 的 价
值、顺序和间距等特征，还具有主观的体验特征
( Woermann & Rokka, 2015 )。Woermann

和

Rokka (2015) 从时间与人们行为体验相结合的角度
出发，指出时间不仅是消费行为发生的特定框架，
更是体验本身的固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
“时间流”的概念，认为“时间流”是个体行为体
验的时间过程。例如你去商场购物，逛商场对你来
说是段稍纵即逝的愉快时光还是漫长无聊的痛苦体
验，取决于你在这家商场当时的体验和整个购物的
时间过程。从开始逛商场到结束的整个时间变化的
过程，即本文所讲的“时间流”。综上可知，
“时间流”(
timeflow ) 是指从行为体验的角度来定义时间，是个
体在当前某项活动中所感知到行为体验的时间过程。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心理契约破坏、品牌认同威胁对顾客品牌决策的影响”（7130215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广东服务业品牌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2014A030311022）和暨南领航计划价值共创下的服务企业品牌化研究 (15JNLH005) 项目的资助。
** 通讯作者：张丽娟。E-mail:188251452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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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塑造“时间流”的维度
“时间流”是个体所感知到的行为体验的时间
过程，该行为体验的时间过程包含五个具体的维度：

科

学

大提升该行为对个体的重要性及体验过程中的动力。
所以，文化喻义的联想将促进“时间流”的发展。
１.３ “时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

外部场景的塑造、自身肢体动作的配合、活动规则

耦合 (coupling) 是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

的初步感知、目标情感的逐渐融入、文化喻义的深

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互相作用而彼此影响

入联想 ( Woermann & Rokka, 2015 )。

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本文中的“耦合”指构成“时

首先是外部场景的塑造，它是影响实践活动

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如果把“时间流”比

中时间体验的最基本条件，尤其是环境和设备的

作一个人，那么构成“时间流”的五个维度就是人

建立，环境的主效应能够直接导致正面或负面情

的骨骼，
人强不强壮跟骨骼及其协调程度息息相关。

绪 ( Wilkie & Clouston, 2015 )。例如登山，路况的好

由此推断，塑造完美的“时间流”就要构建完善的

坏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愉快地登上山顶。同时研究

功能体系，并深入挖掘“时间流”各维度间的耦合

表明，相对于无背景音乐，有背景音乐的情况下，

关系，从而为创造出完美的“时间流”奠定坚实的

人们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加在

基础。已有文献仅提出“时间流”具有五个维度，

店内停留消费的时间，进而影响人们就餐的时间体

但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文献探究。在上文论

验 ( Andersson, Kristensson, Wästlund, & Gustafsson,

述以及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时间流”

2012 )。

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图 ( 图 1)。

其次是自身肢体动作的配合，它对“时间流”
有着广泛的影响。众所周知，下山的难度比登山的
难度更大，下山时适当增加一些活跃的动作，能够
节省和保留体力。只有熟知这些动作要领，才能体
验到充满挑战和乐趣的登山过程。
第三是活动规则的感知，个体的行为表现与其对
规则的感知密切相关 ( Lam, Walter, & Ouyang, 2014 )。
当攀登超过一千米的高峰时，需要进行周密计划，包
括路线、行李、交通工具等方面；其次，登山活动
应该结伴而行而非单独行动；以及登山时间尽量选
择早上。这些规则对保障登山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也是决定人们登山过程是否愉快的重要因素。
第四是目标情感的逐渐融入。人们为了实现目
标，都要集中注意力并紧紧锁定目标，将自身对
活动的情感融入到活动中去，因为情绪响应可以提
高注意力并有助于促进情感反应 ( Reeck, Ames, &
Ochsner, 2016 )。登山疲惫时，不妨休息片刻来欣赏
周围的美丽景色，将自己对登山的热爱融入到登山
的过程中，这样就会慢慢放松，从而产生更积极的
情绪体验，并为最后目标实现赋予更积极的意义。
最后是文化喻义的深入联想。文化被公认为个
体实现自我认同的关键要素，清晰和自信的文化理
解 有 助 于 身 心 健 康 ( Usborne & de la Sablonnière,
2014 )。在考察时间隐喻表征的维度时，研究者们
发现该概念也具有某些跨文化的维度
（陈燕，
黄希庭，
2006）。如果理解登山代表挑战和健康，个体认同
挑战和健康并将其作为个体核心的价值观，这将大

图 １ “时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
( 资料来源：根据 Woermann & Rokka, 2015 整理 )

如图 1 所示，本文认为，外部场景的塑造是人
们目标情感逐渐融入的基础条件。在实践活动的过
程中，人们所处的环境和设备是人们搭建目标情感
的基础条件，环境符合人们的需求，就利于塑造比
较适宜的体验，进而产生愉悦的时间体验过程。在
消费行为领域，消费环境是预测消费者情绪的显
著指标，反过来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 ( Ali,
Amin, & Ryu, 2016 )。同时，外部场景的塑造也是人
们进行文化喻义深入联想的有效保障。在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的山路上，人们感受到时间飞逝，十分珍
惜当时那种美好体验的过程，也会深刻感受到户外
运动赋予生活的价值和真谛。熟练的肢体动作与技
能，能够激发人们积极主动地去理解当时的体验，
促进人们对实践活动的文化理解。对活动规则的初
步感知，形成了人们理解该时间体验过程的信息导
向，因为规则本身就代表着特定的文化含义。登山
者具备了熟练的登山技能，才能正确领会登山运动
的规则和要领，比如登山前，了解清楚山峰的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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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及每个出口的大致位置，才不至于在爬山的过

贾丽娜等 (2015) 从情绪性模拟和潜在行为应对两个

程中迷失方向甚至找不到出口，进而更加专注地投

角度，分析了情绪的具身化对时间知觉的调节，表

入到整个登山的过程中，尽情享受登山过程中的乐

明时间信息在感觉 - 运动回路中进行加工，支持了

趣，
这样也会自发地去体会登山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具身认知观点。也有学者认为情绪对时间感知的影

可见，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融洽，就会促进人们理

响是由注意力分配来解释的 ( Buhusi & Meck, 2006 )。

解此时此刻的时间体验过程，提高“时间流”带给

即正性情绪下，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使自己开

人们的幸福感。

心的事物上，
对时间关注的减少会进一步低估时间，

２

影响个体“时间流”的主要因素

形成短暂却愉快的“时间流”；负性情绪下，人们
希望不愉快的事情尽早结束，减少对不愉快事物的

对时间的感知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时间知觉

关注，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时间本身，会产生时间过

能力几乎会影响所有认知过程的演化 ( Gerstner, 2012

得很慢的错觉，最终导致高估时间，形成漫长且不

)。情绪影响个体对时间的感知和判断 ( Wittmann,

愉快的“时间流”。

2009 )。同时，时间定价会引发个体的焦躁情绪 , 降

３ “时间流”对个体的影响

低幸福感（李爱梅等，2015）。可见，影响人们时

“时间流”作为时间的一个范畴，会对个体的

间认知的因素主要包括感知和情绪，而“时间流”

行为产生影响。“时间流”的概念起源于学者对消

作为时间的一种范畴与个体的行为密切相关，下文

费行为中时间过程的体验，也会影响消费体验。早

将同样从感知和情绪两个角度来探讨影响个体“时

期学者通过梳理经济学、心理学及市场营销学等学

间流”的主要因素。

科对时间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的研究，对二者的关系

２.１ 感知因素

进 行 了 系 统 化 的 研 究 ( Jacoby, Szybillo, & Berning,

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同于感官系统如视觉和嗅

1976 )。随着人们对幸福体验的关注不断提高，学

觉的感知，对时间的感知与人们大脑里的这些感知

者们开始探究时间对幸福体验的影响。如刘腾飞等

系统并不相关 ( Maniadakis & Trahanias, 2016 )。通

（2010）从体验幸福的角度分析了人们如何在各种

常所理解的感知就是感受察觉到某事物，事实上当

日常活动中分配时间和进行情感体验。因此本文也

人们的行动产生作用的时间被延迟较晚的情况下，

将从消费体验和幸福体验两个方面，
来探究
“时间流”

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会被改变的 ( Haering & Kiesel,

对个体造成的影响。

2015 )。对时间的感知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人们时

３.１ “时间流”与消费体验

间体验的过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即对时间的感

在消费体验中，外部场景的的塑造主要指购物

知会影响人们的“时间流”。时间的感知还受到外

环境的设置，比如商场的装修、商品的陈列方式以

部条件刺激的影响，比如奖励、限时促销等。研究

及背景音乐等。购物环境对消费者时间感知所造成

表明，奖励不仅会塑造人们的视觉认知和感知，而

的影响是复杂的：商场播放音乐的节奏是否欢快，

且突出条件的奖励会改变人们的注意力，影响人们

决定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同

对时间的感知 ( Failing & Theeuwes, 2016 )，从而形

时，不同的音乐调式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想法和感

成不同的时间体验过程。

受，大调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效果，小音阶则会产生

２.２ 情绪因素

更多的消极效果，因此大型购物商场多播放大调的

研究显示，情绪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时间知

音乐来激发人们积极的时间感知，从而提高人们的

觉，负面情绪刺激能够加快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形

消费体验 ( Kellaris & Kent，1992 )。自身肢体动作的

成消极的时间体验过程，即消极的“时间流”；积

配合也会影响个体的消费体验，比如在浏览商品的

极或中性情绪刺激则无此作用 ( Yamada & Kawabe,

过程中，右手手持选好的商品时，会降低人们主动

2011 )。学者采用不同情绪下的面孔刺激进行试验 (

触摸其他商品的可能性；此外，在排队买单的过程

Droit–Volet & Gil, 2009 )，发现被试面对发怒的面孔

中，一旦出现不守规则的消费者插队买单，会降低

( 负性面孔 ) 刺激持续时间的估计比面对中性面孔刺

人们的消费体验；而当个体在买单时关注商场的欢

激持续时间的估计要长，同时随着时间延长，被试

快音乐时，会不自觉地转移注意力，进而将自身对

对负性面孔的刺激所持续时间的高估也随之延长。

购物的喜爱融入到购物过程中，尽情享受此刻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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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体验 ( Chetthamrongchai & Davies, 2000 )。可见，
“时

时的消费时间收费，此时，对大部分人来说，三个

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融洽，则有利于人

小时也许并不能尽兴，而当 KTV 推出多消费半个

们的消费体验。

小时只需按原价的 50% 来买单的时候，人们再多消

“时间流”除了影响人们的普通消费体验外，

费半个小时的意愿是相当小的，因为多出来的半个

还会对跨期消费产生影响。在跨期消费的决策过程

小时并不能给人们的心情带来多大的改变。正如实

中，决策的情境因素以及决策者自身是影响跨期消

证研究所言，被试需要选择“在一项活动中额外获

费决策的主要因素 ( Lempert & Phelps, 2016 )。如对

得多少的时间，他们的快乐会发生变化”，结果显

延时时间折扣而言，首先，决策时的利率、通货膨

示，额外获得 5 分钟时被试的快乐基本不会发生变

胀等外部因素为消费者判断出目标折扣率提供基础

化 ( Festjens & Janiszewski, 2015 )；但是当多出一个

条件，有助于消费者联想到自己的判断是否明智；

小时时，人们会很乐意再多消费一个小时，此时属

其次，利率上升会提高当前的消费价格以及当前消

中等单位数量时间内的增加，符合时间边际效用递

费的机会成本，因此消费者会在计算出机会成本的

增的规律，在这段时间体验的过程中，人们的幸福

基础上将资金尽早储存起来（该现象为替代效应），

感会得到较大提升。

此时计算成本以及存储等自身肢体动作的配合会进
一步激发其对折扣率的合理想象。
３.２ “时间流”与幸福体验

４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和界定“时间流”概念的基础上，

幸福是体验效用的一个子集，它指个体从实际

阐述“时间流”的各维度及维度之间的耦合关系，

结果与可接受结果的差异中获取的满足感( 贺京同，

综述了影响个体“时间流”的主要因素以及“时间

那艺，郝身永，2014)。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

流”对个体消费体验和幸福体验的影响。但“时间流”

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其中预测效用是面

作为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仍然存在一些

向未来的，即时效用是关于当前情绪体验的判断，

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提取的是体验性信息，回忆效用是面向过去的，提

４.１ 时间价值的“双扭结”价值函数

取的是关于事件的情景性记忆 ( 李爱梅，鹿凡凡，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时间的价值，

2013）。“时间流”( timeflow ) 是指个体在当前某

时间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期望价值 ( Okada & Hoch,

项活动中所感知到行为体验的时间过程，说明“时

2004 )，但时间与“时间流”又存在差异，时间具

间流”的时间过程是当时活动所带来的，并非过去

有持续性 ( Bachelard, Lescure, & Rizopatron, 2013 )，

或未来的活动所带来的时间过程，体现了“时间流”

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期望价值属于对未来时间

即时性的时间特点，因此本文讨论的是“时间流”

价值的态度，而“时间流”体现的是当前行为体验

对即时幸福的影响。

的时间过程，相同的是二者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

时间体验价值的变化及其对幸福的影响取决于

影响。目前对时间“双扭结价值函数”的研究证明

使用机会和具体内容，时间的价值函数模型能较好地

了时间边际效用的变化趋势 ( Festjens & Janiszewski,

解释时间长短的变化对时间价值的影响 ( Abdellaoui &

2015 )，本文虽然从时间边际效用的角度探讨了“时

Kemel, 2014 )。不同的时间价值体验会塑造不同的“时

间流”对个体幸福体验的影响，但时间价值的“双

间流”，进而进一步影响幸福体验。下文将从时间

扭结”价值函数是否会对人们的其他行为决策造成

边际效用角度来阐述“时间流”对幸福体验的影响。

影响，比如消费者的可支配时间是否会影响消费者

时间可分为获得 ( gain ) 和失去 ( loss ) 两部分，

的冲动购买决策？如果是，其边界条件和中介机制

对时间价值的感知可分为：无差异区域、边际效用

是怎样的？因此后续研究应结合实验室实验和实地

递增和边际效用递减 ( Festjens & Janiszewski, 2015 )。

实验等研究方法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讲，随着时间的失去（获得），小单位数量

４.２ “时间流”五个维度之间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

失去（获得）的时间内，时间感知价值是无差异的；

前文已经指出，五个具体维度对“时间流”的

中等单位数量失去（获得）的时间内，时间感知价

塑造起重要作用，但每个维度并非单独起作用，维

值边际递增；大单位数量失去（获得）的时间内，

度之间存在耦合关系，但这些仅仅是在参考相关文

时间感知价值边际递减。比如，唱 K 一般按三个小

献的基础上，对“时间流”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所

刘红艳等 ：“时间流”：概念、维度及影响因素初探

进行的初步逻辑推理，即对主干之间关系的初步探
究，还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例如，外部场景的塑
造是否会显著提升消费者的目标情感；相反，外部
场景的缺失，是否会破坏消费者的目标情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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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flow: Concept, Dimens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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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lenty of research has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of time and consumer behaviors, but pay little attention on the tim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experience. Timeflow is such a time process of the behavior experience when people perceive during an current activity. Correspondingly, this review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questions: (1) What is timflow; (2)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individuals’ timeflow; (3)How timeflow affects
people's behavio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imeflow is constituted by five dimensions: the setting up of external scenario, the coordination of body skills, the initial
perception of rules, the gradual integrate of target affective, and the thorough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Furthermore, there exists a relationship
of coupling between five dimensions of timeflow: the setting up of external scenario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target affective, but also provides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the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the coordination of body skills inspires and promotes the thorough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for things; the initial perception of rules forms information guid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time experience process. Accordingly,
harmonious coupling relationship among five dimensions can inspire people to form a joyful time to experience the process, then have a positive
timeflow and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Factors that may infuence individual timeflow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ption and emotion.
On one hand,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which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determines the process of people’s experience of time.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can accelerate people's internal clock unconsciously and change people's time perception, then forms negative timeflow. Positive and neutral
emotional stimuli do not have this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emotional impact on time perception is expla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attention:
under positive emotion, people's attention mainly focus on the things that make oneself happy which makes people reduce the attention to time and
underestimate duration of time, so people always form a short but happy timeflow. However, people want to finish unpleasant things under negative
emotion which mak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ime; then people always feel time is so long that forms a long and unpleasant timeflow. Timeflow
also influences people's shopping experiences and happy experiences which follows the rule of double kink value function. Double kink value function
of time refers that moderate blocks of time is valued in accordance with increasing marginal utility, large blocks of time is valued in accordance with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and the value of small blocks time is indiffe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 dimensions of timeflow and the double kink value of timeflow have been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ould undertake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deep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 dimensions of timeflow and explore how "double kink" value
function of time influences people's consumption behavior such as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timeflow, marginal utility of time, double kink value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