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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重自我建构理论（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认为，自我包含三个方面：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三种
自我同时存在。相比其他信息，三种自我均诱发了更强的 N2（熟悉度指标）、P300（高级认知加工指标）成分以及 MPFC 等有关
自我加工的脑区；个体自我存在右脑优势，而集体自我则存在左脑优势。但其具体表征脑区，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特异性，
以及不同关系类型、群体范畴是否能进一步划分关系和集体自我等问题均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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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自我建构理论
数百年来，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从未

证实了三种自我建构的存在并对比了相对的动机层
次（刘艳 , 2011; 刘艳 , 邹泓 , 2007）。随着近年来

停止对“自我”的探索。Sedikides 和 Brewer（2002）

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得以用更直观精细的手段

根据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倾向提出了三重自我建构理

探索三重自我建构，考察加工个体、关系以及集体

论（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重点关注

自我建构倾向的神经基础。文章梳理了相关神经机

人们如何认识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探寻自我建

制研究，比较了加工三种自我在神经表征上的异同。

构倾向是否影响个人生活。该理论认为个体从三个

整合现有分散的神经基础研究，有助于更系统地理

方面理解和定义自我：

解三重自我建构的表征机制，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

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通过区分自我与
他人达到对自我的定义，强调自我独特性，包括区
分个体与外界环境的自我概念特征组合；关系自我
（relational self）则通过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双向关

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２

三重自我建构神经机制的研究范式

２.１ 自我参照范式

系来理解自我，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构成了关系自我

Rogers, Kuiper 和 Kirker（1977）在考察记忆的

概念，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而集体自我（collective

加工水平时，首次使用自我参照范式，分学习和再

self）将自我的定义建立在团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

认两个阶段。学习阶段中，被试对呈现的形容词做

其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和所属团体之间的关系。

不同判断，随后进入再认阶段。结果证实了个体的

该理论还指出，三种倾向共存于每个人身上，
个体差异体现在相对强度和重要程度上。起主导作

自我参照效应，即自我参照条件下的词汇再认率明
显高于其余条件。

用的建构倾向受情境因素的影响，据此又将自我建

随后，研究者扩展了自我参照范式的对象。引

构区分为：特质性自我建构（chronic self-construal）

入亲密他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了中国人的母亲、

和情境性自我建构（situational self-construal）（刘艳 ,

父亲和恋人等关系自我参照效应（周丽 , 苏彦捷 ,

2011）。

2008; 朱滢 , 张力 , 2001; Fan et al., 2013）。杨红升和

三重自我建构理论得到了行为实验的证实：通

黄希庭（2007）将“中国人”作为集体自我与“美国人”

过量表得分区分特质性自我建构；操纵实验情境激

进行对比，发现了集体自我参照效应。目前有关

活情境性自我建构；采用博弈任务（gambling task）

集体自我参照的研究，涉及的群体包括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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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家庭、学校以及民族（王锡爱等 , 2015; Be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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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个体自我诱发了被试的情绪反应。

Allan, Anderson, & Asker, 2010; Zhao et al., 2009）等。

fMRI 研究（Wuyun et al., 2014）发现，相比陌

除了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还应用事件相关

生人信息，个体自我激活有关情感处理、奖赏机制

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功能性磁共振

的脑区：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脑岛、腹内

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 VMPFC）

和正电子层发射扫描术（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以 及 腹 侧 纹 状 体（ventral striatum, VS） 等 （Enzi,

tomography, PET）扩展了自我参照的数据收集（Craik

de Greck, Prösch, Tempelmann, & Northoff, 2009）。

et al., 1999; Wuyun et al., 2014），以考察三种自我参

Kelley 等人（2006）和 Taylor 等人（2009）发现，

照的神经基础。

相比陌生人或熟悉他人参照，自我参照更多的激

２.２ 事件相关电位的 odd ball 范式

活 了 右 半 球 的 背 外 侧 前 额 叶（dMPFC ）， 证 明

Odd ball 的经典范式包含标准刺激（出现概率大）

dMPFC 的激活涉及个体自我加工过程。相关 PET

和偏差刺激（出现概率小），被试对偏差刺激作反应。

研究发现（Craik et al., 1999）大脑右前额叶在自我

随着 ERP 技术的应用，此范式衍生出更适合收集脑

参照时表现出独特的激活，证明个体自我主要定位

电数据的亚范式。应用最广的亚范式（three-stimuli

在右半球。

odd ball）包含三种刺激：标准刺激、偏差刺激（自

综上，个体自我诱发了更大的 P2、N2 和 P3 成

我相关信息、
非自我相关信息以及干扰项）
和靶刺激，

分，调动了个体的注意偏向和资源分配，识别更容

要求被试对靶刺激反应。

易、消耗更少的认知资源。fMRI 结果也发现个体自

通常用以下信息考察个体自我的加工特性：自

我激活了更多的与情感处理、
奖赏机制相关的脑区。

我姓名、面孔、物品字迹和身体部位（Chen et al.,

相比其他信息，个体自我具有更重要的生理和心理

2011; Su et al., 2010; Wiese, Altmann, & Schweinberger,

意义。

2014）等，非自我相关信息则是对应的名人或陌生

３.２ 关系自我的神经表征

人信息，干扰项则采用无意义音节等。用熟悉他

关系自我突出了个体的人际关系，包括自我概

人（母亲、父亲）姓名作为关系自我（曹新 , 2014;

念中与亲密他人共享的、定义个体在与他人关系中

Tacikowski, Cygan, & Nowicka, 2014），与陌生人、

角色的属性，
其表征强调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属性。

名人对比；用学校、国家（Fan et al., 2011; Zhao, Wu,

以母亲作为关系自我的研究中，要求被试进行

Zimmer, & Fu, 2011）等考察集体自我的神经机制。

３

三重自我建构倾向的神经表征

３.１ 个体自我的神经表征

母亲参照和一般他人参照，
母亲参照脑电平均波幅，
显著高于他人参照，证实了关系自我的存在（杨孝 ,
2012）。对亲密他人的研究显示，相对中低等亲密
他人信息，N2 和 P3 成分在加工高亲密他人信息时

个体自我涉及自我概念中将个体区分于周围情

波幅更大，说明高亲密他人具有更显著的心理和生

境的属性：包括特质、兴趣、行为和经验等，对个

理重要性，能优先引起注意并更容易被识别（曹新 ,

体自我的表征独立于关系联结和群体成员。

2014）。

通过比较自我与非自我信息的 ERP 研究发现，

fMRI 研究发现（Wuyun et al., 2014），加工母

加工个体自我诱发了更显著的 P2、N2 和 P3 成分

亲名字相比陌生名字，增强了双侧 MPFC、前扣带

（Chen et al., 2011; Fan et al., 2013; Hu et al., 2011）。

回（ACC）、左后扣带回（left PCC）等脑区的激

P2 成分是对刺激特征的快速侦查，自我姓名属于

活。作为情景记忆检索和语义编码的指标，PCC 和

极端敏感的刺激，能吸引大量注意资源，对其识别

MPFC（Qin et al., 2012）的激活表明，关系自我激

消耗更少的认知资源，引起更大的 P2 波幅。N2 成

发了对母亲的整体感知；ACC 涉及自我独特信息的

分作为熟悉度指标，与注意的转换机制有关，其更

加 工（Tacikowski, Brechmann, & Nowicka, 2013），

大的激活表明个体自我具有更强的生物重要性和心

该脑区的激活显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人际

理突出性（Chen et al., 2013; Hu et al., 2011）。P3 成

联系的重视。

分与情感、动机有关，情绪刺激相比中性刺激能

可见，对关系自我的识别更容易，消耗的认知

诱发更大的 P3 波幅（Matsunaga, Yokosawa, & Abe,

资源更少，投入了更多的情感。另外，加工自我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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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信息的脑区在加工关系自我时也出现相似激活，

的 P300 振幅和更长的 N1 潜伏期（与早期的视觉注

说明关系自我对个体来说更熟悉、更有意义。

意相关），引起了被试强烈的情绪反应和归属感，

３.３ 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神经表征的异同

吸引了更多注意资源。集体自我在 N1 和 P300 的

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都属于自我概念，但前者

激活增强更多的出现在左侧和中央脑区，与自我参

更强调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特质，后者更侧重与他人

照过程的右脑优势不同（Northoff, Qin, & Feinberg,

关系中的特质，因此这两种倾向的自我神经表征存

2011），包含国家象征和社会意义的集体自我存在

在差异。ERP 研究（Tacikowski et al., 2014）发现，

左脑优势。

个体自我（自我名字）和关系自我（亲密他人名字）

将被试母校（湖南师范大学）作为集体自我、

相比名人名字，均能引起更短的 N2 潜伏期和更大

北师大作为熟悉刺激、晋师大作为不熟悉刺激的研

的 N2、P300 波幅，表明两种自我均存在心理和生

究发现（Zhao et al., 2011），母校诱发了更明显的

理层面的优势，吸引更多注意资源，认知和记忆加

P300 振幅，显示作为集体成员，个体对母校产生了

工更深入。但两者的加工在 P3 和 P200 成分上出现

更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社会联结，且这一差异在左脑

了分离（Liu, Sheng, Woodcock, & Han, 2013），相对

更明显。有关种族的研究（Liu et al., 2015）发现，

关系自我，个体自我能诱发更大的 P3（与情感、动

相对于非洲和东亚人，美国人在加工本国人信息时

机过程有关）和 P200（对刺激特征的快速侦查）成分，

P300 成分的激活增强，表明个体对其种族存在特异

显示加工个体自我时的高度调动和注意偏向（Chen

的加工机制。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王锡爱等，

et al., 2011; Hu et al., 2011 ）。

2015）显示，相比非自我民族，自我民族信息激活

MPFC 作为自我加工的特异脑区，在加工关系

了更大的 P2 和 P300 波幅，显示对自我民族的快速

自我时也出现激活，且激活程度与加工个体自我并

侦查和深入加工；且这一差异在左脑更突出，说明

无差异（Qin et al., 2012）。全脑分析发现，自己名

左脑是加工民族这一集体自我的优势半球。

字和母亲名字激活了相似的神经表征（Wuyun et al,

P300 成分激活的增强，显示对集体自我注意分

2014）。然而，前脑岛和双侧颞中回等与注意优先

配和分类识别的优势。但是，不同群体范畴的集体

级检测相关的脑区，则通常被独特的个体自我信息

自我，激活的成分并不完全一致，其神经表征的差

激活（Feinberg, 2009），显示出个体自我在视觉和

异有待验证。
另外，
集体自我更多的激活了左侧脑区，

听觉上的高度优先。另外，关系自我激活了枕叶、

具有明显的左脑优势。

双侧梭状回、右海马旁回等涉及回忆和信息搜索的

３.５ 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神经表征的异同

脑区，说明母亲名字引起了个体对母亲信息的全面
回忆（Wuyun et al., 2014）。

集体自我强调作为团体成员身份的自我概念，
加工集体自我时的神经机制与个体自我也存在差异。

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的加工存在一定相似性，

研究者（Chen et al., 2011）用自我名字作为个体自

都激活了与自我参照相关的脑区——MPFC；均引

我，同省人（山东人）作为集体自我，对这两种建

发了更大的 N2、P300 波幅和更短的 N2 潜伏期，得

构倾向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相对集体自我，个体

到更多的注意资源和认知加工。但个体自我激活了

自我所诱发的 P2、N2 和 P300 成分波幅更大，P2

注意优先级检测有关脑区以及更大的 P2 波幅，证

的潜伏期更长，属于更易感和生物重要性更强的刺

明对个体自我的优先识别和注意偏向；关系自我更

激。而相比个体自我，集体自我诱发了更短的 P300

多的激活与回忆、信息搜索有关的脑区，说明关系

潜伏期（对事物归类速度的指标），说明对集体自

自我引起了人们对亲密他人的联想。

我的归类速度更迅速；而个体自我的重要意义引起

３.４ 集体自我的神经表征

了更多的注意卷入，说明对个体自我知觉加工程度

集体自我强调个体与群体成员互动的属性，把

上的深入性和精细性。此外，集体自我诱发的 P300

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属性作为重点，其自我概念涉

成分在左侧脑区更显著，而个体自我的在右侧脑区

及自己和群体关系的部分。

最为明显，显示集体自我和个体自我的不同半球优

Fan 等人（2011）将被试祖国的国旗作为集体

势。研究者用自我名字作为个体自我，家乡省份名

自我，结果发现相比熟悉国家（加拿大）国旗和不

字或姓氏作为集体自我，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Jie,

熟悉国家（突尼斯）国旗，祖国国旗激活了更大

Zhang, Zhong, Hu, & Li, 2013; Zha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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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我相比集体自我具有更显著的生物重要

PCC）等相关脑区激活的增加。具有更强的生物重

性和心理突出性，更接近自我概念的核心位置。而

要性和心理突出性，识别更容易，注意更优先。此

较短的 P300 潜伏期说明对集体自我的归类更迅速，

外，三种自我建构倾向又存在特异性：个体自我激

对集体的归属感将集体概念内化到自我概念中，自

活更大的 P2 和 FRN 成分，以及前脑岛和双侧颞中

动将自我归入这一集体。此外，个体自我与集体自

回等与注意优先级检测相关的脑区，初步显示了个

我分别存在右脑和左脑的不同半球优势。

体自我更靠近自我概念的中心位置；而关系自我则

３.６ 三者相比

激活了更大的枕叶、右海马旁回等涉及回忆和信息

陈庆伟（2014）用启动 - 靶子作为实验刺激，

搜索的脑区，说明关系自我调动了回忆和情感信息；

把启动分为“我”（自我名字、熟悉子女名字和熟

加工集体自我时，较短的 P300 潜伏期显示对集体

悉外国子女名字），“家”（父亲名字、熟悉父亲

的归属感和快速归类，以及与个体自我相反的左脑

名字和熟悉外国父亲名字），“国”（中国人和美

优势。

国人）三类；靶子内容与“我”启动的内容一样。
要求被试判断启动和靶子是否为同一个人（个体自
我）、是否为同一家人（关系自我）、是否为同一
国人（集体自我）。ERP 结果发现，在 P2 平均波幅上，
“我”<“家”< “国”；而在 P3 平均波幅上，则
表现出相反的结果，“我”>“家”>“国”。说明
图１

个体自我的重要性凸显在加工后期，
而早期加工中，

三重自我建构脑区激活的一致性和特异性

关系或集体自我更占主导。用相似的实验程序进行

三种自我的加工优势存在时序差异，关系或集

的 fMRI 研究显示，三种自我的加工在与自我相关

体自我在早期加工阶段展现出优势，个体自我的重

的 MPFC、ACC 和 PCC 脑区上，并未表现出差异。

要性则出现在晚期加工阶段。三者的重要程度以差

说明对三种自我倾向的加工存在相似之处。这一结

序格局排列，个体自我位于自我概念最中心的位置，

果与以往单独研究一种或两种自我建构时不同，以

其次是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三者存在相互包含的

往研究多采用他人、群体信息来代表关系自我和集

关系。然而，这三种自我倾向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在

体自我，更多的涉及对他人、群体的加工；而陈庆

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有关神经基础的证据还不够充

伟（2014）则更多的关注被试对关系的加工，关注

分，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点的差异造成了结果的分离。
Zhu 等人（2016）的 ERP 研究采用班级代表集

４

未来研究展望

体自我，要求被试分别以班级、朋友以及自己为受

第一，研究方法的扩展和研究材料的统一。以

益者进行金钱博弈任务。结果发现，反馈相关负波

往研究多采用自我参照或 odd ball 范式，使用自我

（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的激活在以自己

参照范式，涉及对他人人格特质的深层加工，忽略

为受益者时最高，而以班级和朋友为受益者的情况

对关系自我 / 集体自我的加工；odd ball 范式则缺少

下并没有表现出差异。FRN 与决策过程中的动机强

对自我信息的加工；陈庆伟（2014）等人提出的启动 -

度和投入程度相关，产生于与奖赏机制相关的 ACC

靶子范式集中考察对关系的认知加工。这些范式都

和 MPFC （Li et al., 2010）。表明替关系和集体自我

不能真正关注不同种类自我的信息加工，未来研究

进行决策时，被试的动机强度和投入程度相似，但

应针对三重自我加强对研究范式的改进，提出更具

均小于为自身决策时的投入和动机强度。

针对性的研究范式。例如结合眼动探究对不同自我

通过梳理三重自我建构的研究发现（如图 1），

信息的注意偏向，利用内隐联想测验考察对关系或

个体的自我同时包含三种自我建构倾向。在加工这

群体的内隐态度，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对自我建构进

三种自我时，都比其他信息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和认

行全方面的探究。另外，在不同的研究中使用的代

知 资 源， 表 现 在 P2、N2、P300 和 FRN 成 分 激 活

表材料也各不相同，未来研究中应尽量统一三种自

的增加；以及注意、回忆、情感和与加工自我独

我的代表材料。在神经机制的探索上，需结合高时

特信息（颞中回、额上回、海马、MPFC、ACC 和

间空间分辨率的脑电和 fMRI 技术，更精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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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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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theory indicates that the “self” contains three aspects: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The individual self is a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s a unique and independent social agent. It reflects cogni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traits,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interests, and goals that promote a sense of distinctiveness and individuality. The relational self reflects cogni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one’s relationships. It consists of traits,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interests and goals shared with intimate others that promote a sense of
connection and closeness. The collective self is a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s an undifferentiated and interchangeable group member (e.g., as when fans
paint themselves in their team colors). It consists of traits,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interest, and goals derived from shared group memberships
that promote a sense of assimilation and belongingness. These three aspects coexist in one’s self, but situational factors will affect which kind of selfconstrual would be activated and become the primary self in that current situation.
Review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we found that comparing with other information,
self-related information(including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all induced stronger N2 (familiarity index) and P300 (advanced
cognitive processing index) components. A larger N2 amplitude may indicate that personally familiar information elicits stronger responses than other
information. And P3 componen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rolled processing phenomena triggered by previous automatic processes; Its generation
has been shown to require top-down attention mechanisms initiated by frontal lobe functions. This result indicating that self has a stronger biological
importance and psychological prominence, easier to be identified and keep attention. FMRI results showed that processing the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also activated mor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which is the important region to characterize the
self.
However, the individual self uniquely induced stronger P2 components than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P2 activity may reflect the
detection of typical stimulus features, and recruitment of attention resources.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e individual self-information elicited early attention
and was rapidly differentiated from other self-information in the brain in the absence of top-bottom cognitive and controlled resources.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self activated more right-brain regions, relational and collective self activated more left-brain region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kinds of self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showed that which self is primary one depended on the stage of processing. Specifically, at
the early stage of processing, collective self was the primary one and at the late stage of processing, individual self became the primary one. Regarding
the activated region, the three components were different at the degree of activation.
However, some problems still remain unsolv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specific brain areas representing these three kinds of selves
as well as their functions. It should also aim to find if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end it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whether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by relationship types and in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 neural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