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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科学范式演变和概率统计推断特征分析出发，就贝叶斯统计推断引入心理学的必要性、怎么应用、在哪些领域应用
进行了论述。首先在分析科学范式演进各阶段统计推断任务需要、经典的频率概率统计推断不足基础上，得出科学范式处于危机
和革命阶段时需要对相关理论做可信度检验。然后，在介绍贝叶斯定理及其统计推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贝叶斯推断能解决
理论可信度的多种假设检验情景。最后本文还就贝叶斯统计推断在心理学理论争鸣与建构、心理技术产品开发与评估具体领域应
用做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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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操控条件下的心理现象做推断统计已经成为
发现心理事实、回答科学问题、建立理论的手段之
一。在已发表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多采用频数概
率理论做推断统计，采用先验概率统计推断非常少。
实际上，采用何种概率推断与研究问题在科学范式
演变中所处阶段联系密切，问题所处科学范式阶段
性质决定了应该用哪种概率推断。本文以库恩科学
革命理论为基础，结合心理研究中有关争鸣类科学
问题，对为什么引入贝叶斯统计推断、贝叶斯推断
统计解决的具体问题、贝叶斯推断统计的应用领域
做一初步论述。

１
１.１

引入贝叶斯统计推断的必然性
科学演变中三类问题需要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上两类统计推断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总是常规、危机和革命性发
展交替进行，其实质表现为信念、原则、方法论、
原理等在内的科学范式演进与革命 (Kuhn,1996)。常
规发展是在原有信念、原理、方法论等为真基础上，
通过演绎推理形成新的假设性认识，以积累科学事
实和丰富发展具体领域理论为主。比如，在认知发
展研究中，受皮亚杰提出认知图式发展理论的影响，

很多研究者将认知图式拓展到自我认知、社会认知
等领域，形成了自我认知图式、社会认知图式等相
关理论，积累了有关社会认知、自我认知的诸多新
事实，这都属常规发展研究。革命性发展则是既有
原理、信念、方法论不能解释新发现，需在归纳整
理新的事实基础上，改变演绎推理大、小前提所涉
概念及谓项关系，提出与原范式不同的概念、关系
以及新的研究问题，如在概念表征结构模型中，逻
辑语义表征、家族类似性表征都特别强调认知符号
抽象建构在其中作用，但具身表征理论则从空间概
念的身体参照出发，提出了概念表征组织的具身性
问题，这种研究就有创新性。危机性发展则是当前
原理、信念和方法论既不能解释出现的新事实，又
不能演绎推理出新的问题，科学发展就出现了危机，
如弗洛伊德在安娜个案中发现了梦的意象、移情、
早期生活经验等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导致了
行为主义的危机，精神分析理论产生有了可能性。
从科学发展三个阶段来看，对应的假设含义、
统计推断目的是不同的，具体见表 1。常规期任务
是既有范式推广到相关理论到其他领域，需要解决
多种条件下随机事件概率分布是否一致，经典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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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样概率分布理论被用作检测手段。危机期要检

统计来回答新的随机事件分布与经典抽样概率分布

验新事实是否撼动了某一理论，随机事件分布是否

是否有别，二是要用先验概率理论回答是否新的随机

不能为既有的理论所解释，这两问题一是要用经典

事件频率不能为先验理论分布所预测。革命性问题

表 １ 科学发展阶段特征、任务

则考验理论更合理情况，关心的是哪一种理论更能

究中被试抽取显著性停止规则。在此种情况下虽得

解释随机事件概率分布，在多个理论先验概率与随

到了令人满意的“显著性统计结果”，接受 H 1 为

机事件后验概率分布一致性比较基础上做理论选择。

真，但Ⅰ型错误也增大，意味着 H 0 真实性有可能

１.２ 抽样推断中对理论分布假设检验的不足

被掩盖 (Dienes, 2011)。因此，仅凭受被试数量影响

经典抽样推断基于三个前提：一是样本统计特
征的抽样分布，二是小概率原理，三是科学的可证

的显著性统计推断来决定一个理论是否被抛弃值得
怀疑。

伪性原则 ( 张厚粲，徐建平 , 2009)。三者综合起来

当被试数量符合统计要求，差异假设检验中得

意即借助一次抽样信息，以小概率原理作为判断原

到无显著性差异的结果，一般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应

则，得到拒绝 的结论无可厚非，但当我们接受 为

该接受 为真的结论也并不可信。接受 假设，意味

真时就必须有足够证据说明与其对立的 为假，而

着此次抽样只是随机抽样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但

不是为 H 0 为真找证据。小概率原理表示小概率事

无差异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数据抽样的样本容量、统

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不可能发生，每一次随机抽取

计量分布特征导致本次抽样数据不敏感，这时直接

样本应属于统计量取值范畴的大概率事件（如 95%

认可 的理论为真并不是稳健的做法，因为这有可能

或 99%）。现实中小概率事件发生也不乏实例，因

犯了Ⅱ型错误。如果两个假设分别代表两种理论，

而依据这一原理进行决策选择时不可避免地可能会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因为被试容量规则而错误

犯两类错误：如果一次随机抽样使得统计量落在小

放弃一个有价值的理论。目前，虽然有检验效应量

概率范围中，足可以拒绝 而接受 ，但有可能犯Ⅰ

指标 ( 卢谢峰，唐源鸿，曾凡梅 , 2011; 郑昊敏 , 温

型错误 ( 是真，但是错误地拒绝了 )，而落在大概

忠麟 , 吴艳 , 2011) 来评估此风险，但因其受样本容

率区间内则接受 ，而拒绝 ，有可能犯Ⅱ型错误 ( 拒

量与统计特征影响，效应量也不是检验推断统计好

绝了 为真的假说，而接受一个假 的可能性 )。很明

坏的指标。

显， 是与统计量的频率性概率抽样分布做比较，并

由上可知，因频率概率理论不能解决理论可信

不是事件发生概率同一个理论支持的先验概率分布

度问题以及自身受样本容量、统计检验力指标的局

作比较，所以不能解决理论的真实性判断问题。同

限，所以这种统计推断不应无限制任意使用在科学

时统计推断具有局限性，抽样分布理论以研究对象

范式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应该仅凭借一个不显著

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或中心极限定理为基础，很多时

性的检验值而去否认一个可能理论上成立的虚无假

候现实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这就决定了基于抽样分

设 H 0。他应该与不受样本容量大小的影响、对两个

布的差异检验不能判明两个理论优劣，无法对理论

对立的理论能够等效考验、能够在连续值上判明两

优秀程度作区分并继而择优劣汰。

个或多个理论哪个更有解释力度的检验方法配合使

随机抽样概率分布基础上的差异检验往往受被
试数量影响，当被试数量增加时，小概率事件的可
能性增大，只是增幅不大。即使这样，这也为增加
样本容量求得显著性效果提供了可能性，形成了研

用，使其在统计推断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做对科
学发展大有裨益。

２ 贝叶斯概率推断在理论与实际数据的关联
程度是否可信问题上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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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作为绝大多数情形下的判断规则（剔除极端情

贝叶斯派认为概率是认识主体对事件出现可能

形），可以认为（规定），若 βp 值接近于 0 时，

性大小的相信度，反映了个体对某一事件出现的

那意味着 B 条件下 A 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小的，B 条

某种信念，对任何事件的观察因为各自的先验知

件下的 A 概率与 P(A) 差异较大；若 βp 值远远大

识而有各自的先验概率，如事件 A、B，分别对应

于 1，则意味着 B 条件下 A 发生概率是比较高的，

P(A)、P(B)。频率派坚持概率的长期频率解释，认

B 条件下 A 发生概率与原有 P(A) 差异较小。这为

为一定条件下对事件 A 的 n 次观察得到的 nA/n 逐

用贝叶斯做理论与数据事实一致性程度提供了概率

渐稳定在某一数值 p 附近，这时的 p 就是事件 A 的

判断基础。

概率。可见，贝叶斯学派认为概率有主观、先验的、

２.２ 贝叶斯概率统计推断及其优点

动态调整的特点，是从有到有的过程，而频数派对

根据先验分布反映试验前对总体参数分布的认

概率的认识是从无到有的，是客观的，这为对理论

识，后验分布反映先验分布和样本信息，概率反映

可信度检验提供了概率观基础。

了认识主体对先验性事件在后验性事件中出现可能

贝叶斯派认为任何抽样观察到信息都属于后验

性大小的相信程度 ( 朱慧明 , 2006)，结合 P(A|B)=

信息，后验信息都包含着两个信息，一个是基于一

P(A) *βp 可进一步分析，如果把条件概率看做实

定认识基础上的先验信息，一个是特定观察条件下

验观察条件下的事件概率，而把先验概率看成某

的样本信息。频率派认为样本来源总体含有总体特

一理论对事件的概率性表达，那么贝叶斯定理可

征信息，样本抽样分布反应了总体特征。对样本特

以实现理论可信度的统计推断功能 (Kotz，吴喜之 ,

征包含信息构成分析上，贝叶斯更加注重已有的认

2000)。P(A|B) 代表事件发生的现实概率，P(A) 代

识与新观察之间的关系，这为理论与数据事实关联

表某一理论预测下事件 A 发生的概率，βp 反映某

度进行信息数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一条件下事件发生概率与某一理论匹配程度，匹配

在 随 机 事 件 关 系 认 识 上， 贝 叶 斯 派 认 为 当

程度大则说明该理论可信程度大。根据 βp 大小就

事 件 A、B 相 伴 随 机 出 现 时，A 条 件 下 B 出 现

能反映出理论在现实面前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出现

的 概 率 记 为 P(B|A) 和 B 条 件 下 A 出 现 的 概 率

了不能为理论解释的新事实。

P(A|B) 是不同的，但若两个事件同时出现其概率

基 于 βp =P(A|B)/ P(A) 的 统 计 推 断 相 比 抽 样

是 相 同 的， 即 P(A∩B)=P(A)*P(B|A)=P(B)*P(A|B)

分布理论的差异检验有其独特性。一是可以对多

（P(A)>0,P(B)>0）， 则 有 P(B|A)= P(B)*P(A|B)/

个先验概率所代表的理论做比较。因 βp =P(A|B)/

P(A) 或 P(A|B)=P(A)*P(B|A)/ P(B)。 于 是 通 过 A 与

P(A)，βp 为连续值，是代表事件 A 在 B 条件下发

B 的联系，可计算一个事件产生另一事件的概率，

生概率与先验概率一致性程度的大小，因此，贝叶

这就为分析实际数据是否蕴含新的理论或者仍属于

斯定理可以对 P(A) 背后代表的理论在 B 条件下其

旧的理论提供了概率模型。频率派则认为相伴随机

适用度做统计推断，而且可以设置一系列条件事件，

事件 A、B 各自独立，对于 A 条件下的 B 和 B 之

如在 C、D、E、F 等，考量多种理论概率与条件概

间的关系、B 条件下 A 与 A 之间的关系并不做具

率吻合程度，形成一组不同的 βp 值，根据这些 p

体分析，也就无法判别数据事实与新旧理论之间的

值相对大小，做数据与理论吻合程度大小的推断，

关系。

据此可从备选理论中选出更加优秀的，而不是像统

从 P(A|B)=P(A)*P(B|A)/ P(B) 来 看， 是 估 计 B

计量的频数抽样分布一样在置信区间基础上决然拒

条件下 A 的概率，所以 P(B) 是已知的常量，P(A)

绝或接受某一理论假设。第二是 βp 值几乎不受样

是已知的先验概率，P(B|A) 是 A 条件下 B 的概率

本数量影响。条件概率源于事件发生次数，与样本

是需要计算的概率值，P(A|B)= P(A) *p， p= P(B|A)/

数量没有多大关系，条件概率波动基本不受样本数

P(B)，进一步推导 P(A|B)/ P(A)= p，可以看到 p 取

影响，而抽样分布统计量会涉及样本数量，所以贝

值范围为 [0, ∞ )，为了与频数概率理论中的 p 相区

叶斯统计的 βp 值可有效地避免抽样分布中被试数

别，以后将贝叶斯的统计 p 写成 βp 。可以发现，

量影响。第三是贝叶斯推断能够给出理论可信度高、

若 βp 接近于 1 时，则意味着 B 条件下 A 发生概

低和数据不敏感三个指标，信息量远比抽样分布所

率与 A 发生概率无太大差异，B 条件设置不敏感。

给出的显著性、不显著要丰富 (Dien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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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贝叶斯概率推断统计在理论与实际数据的关联

甚至出现新理论替代旧理论倾向，这时须围绕旧理

程度是否可信问题上分析

论还能否有效地够解释新事实、新理论比旧理论更

贝叶斯概率认为好的理论须经得起统计检

有效地解释新事实开展科学研究。解决这类问题不

验，不好的理论一定要依据现实来修订 (Gelman &

仅要逻辑推导，还要有统计推断证据，要在统计上

Shalizi, 2013)。科学范式发展到危机和革命阶段时，

建立两类理论假说：H 0 假设含义是新的理论与旧的

就发生理论信任危机，已有理论常遭到批判和质疑，

理论对事实有同等的解释力度， H 1 是新的理论与

表２

贝叶斯统计推断检验的问题、推断含义及对后续问题引导

旧的理论的解释力度明显不同，要么是新理论优于
旧理论，要么是相反，然后要进行推断统计。
根据贝叶斯统计推断精神，对 H 0 与 H 1 假设的
统计推断就转化为比较条件概率与各种理论先验概
率比值 βp 大小的问题，理论可信度高低就是 βp
大小，旧理论与现实吻合程度 βp 趋向于 0，则理
论受到质疑这一观点得到支持，反之则不能认为旧
理论受到挑战。而条件概率与新的理论先验概率比
值 βp 远远大于 1，那么新的理论还是有合理性的。
如果条件概率与新与旧理论先验概率比值 βp 都大
于 1，但仍然可依 βp 大者为优的原则来选理论。
如果两者都接近 1，那么很有可能是条件概率与理
论概率关系并不敏感，这时理论既不能被支持也不
能被否认。
从贝叶斯立场来看，统计量频率的抽样分布推
断只对样本统计量与抽样分布之间做比较，无论抽
样推断统计结果显著与否都不是研究的结束，还须
回答的问题有：显著情况下，数据是否与某一理论
一致；不显著情况下，数据是否支持了另一个理论。
对这两个问题，太多的研究报告往往以对统计结果
的逻辑论说形式来回答，有时以显著性检验结果的
研究数量多少作为某一理论真伪的证据，从贝叶斯
立场来看这种做法显然偏颇。贝叶斯立场认为完成
显著性检验之后，如果涉及到理论争鸣和理论建构
问题，应引入贝叶斯统计推断，开展后续的研究，
具体如表 2 中所示。

３ 贝叶斯概率推断的应用领域
３.１ 理论争鸣与构建
心理学从来都不乏理论争鸣。认知主义、人本
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
义以及本土文化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对都有一定的
元信念、元方法、元假设，各流派对心理结构运转
及心理结构运行在有关实证性数据上形成一系列原
理、原则乃至具体理论 (Smith, 2005)。比如，面对
同一活动情景下个人情绪变化机制问题，刺激理
论、心境理论、认知理论、人的发展动机、精神分
析的防御机制理论都对情绪运转有自己的解释和预
测，但这些理论对情绪变化解释哪个更有效还是同
等有效呢，这需要统计上检验提供证据。对此类问
题，统计量频率的抽样分布推断统计方式只能给出
显著与否的结果，因其无法对各种理论所建立的概
率模型进行检验，所以不能回答理论有效性问题。
而贝叶斯把这一问题简化为几个理论概率模型，然
后逐个计算现实条件概率与理论概率比值，得到多
个 βp ，然后根据贝叶斯统计推断标准就可以进行
优劣判断了。
某一维度视角下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局部事
实，但盲人摸象式的理论流派对整体参与其中的某
一心理变化的解释却显得滑稽可笑。因此从整体、
多维的非线性角度建构理论假说，形成经得起统计
推断检验的概率模型，这也是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建
立重要途径，贝叶斯概率推断逻辑完全满足理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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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过程。以心理健康中的情绪问题为例，从心理动

有可能引导着心理科学发生统计推断范式的演变

态整体来看，情绪问题的产生与认知解释、应对、

(Andrews & Baguley, 2013)，有些开拓性研究如：结

性格、心境、社会支持等关系密切，但这些变量与

构方程模型中模型选择与优化中似然比使用 ( 傅珏

情绪问题的关系具体怎样却有不同说法，对此，就

生，田晓明 , 2004)、贝叶斯推理在处理不显著研究

需要依据现实数据对各种理论做一检验。根据贝叶

结果上应用 (Dienes, 2014)，已经悄然开启了统计推

斯定理，转化为观察不同理论视角下多变量与情绪

断范式演变的新篇章，尤其是随着对心理有不断生

问题的具体关系可信度的贝叶斯推断问题，通过观

成、修正自己的心智特点认识，使用贝叶斯方法去

察实验收集具体条件下现实概率信息与理论先验概

关注心智演化条件与规律则具有重大的心理现实意

率的关系，最终得到一个现实与理论相一致性程度

义。

较高且稳定、可接受的 βp 值，就可以构建一个多
变量的理论或者模型。
３.２ 心理干预技术有效程度评估
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心理技术与工程产品的开
发成为应用心理研究重要方向，开发出更多同类的、
甚至更为优秀的心理技术产品来改善心理机能已成
为一种需要。以工作记忆训练开发为例，现有模式
不下十种 ( 钟建军 , 2014)，这些模式在开发研究检
测阶段，得到了训练显著性的结果居多。那么在这
么多训练产品中，究竟谁更有效、谁和谁是同等有
效的，优质高效、同等效率的原因是什么成为训练
产品开发者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
对训练产品有一个基本有效度的认定，然后将其与
各种训练模式的现实条件概率做比较，然后根据这
些 βp 值来对众多训练产品排列出一个具体的位次。
这个位次，就为产品改善提供了可选的名单。
贝叶斯统计推断虽然有很多诟病，如概率的主
观性、事实调整理论信念等，但他对于理论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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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ot adequate to only use the frequency probability inference in research for four reasons. Firstly, the tasks of statistic inference is

different in stages of scientific paradigm progress, statistic inference should help to find some new knowledge based on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ories in the crisis and select more reasonable theory. Secondly, the frequency probability inference can’t answer the reliability
of theory when the science paradigm progress is in the crisis and revolution stage. Thirdly, the dependency on the sample of frequency probability
inference leads to Ⅱ or Ⅰ error even in considering the test power. Lastly, it can’t test whether H0 is true or false when H1 is rejected in condition

p >0.05.So it is necessary to use another kind of statistic inference to test theories, tell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est and not affected by sample size.
Because of the features of Bayesian theorem which would be as the fallows, Bayesian statistics inference could be one way to those questions above.
Firstly, βp = P(B|A)/ P(B) in the Bayesian theorem, βp as continuous value means the probability of A event happe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 So βp
could be used test which theory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s in the same context. Secondly, βp value is not affected by the sample size, when βp is close
to 0, it means that A event in the condition B hardly happen, when βp close to 1, it means that B condition is not sensitive, when βp is far more than
1, A event in the condition B always happen. So βp could satisfy the ne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ories, tell that H0 is true or data is not sensitive
when H1 is rejected. Bayesian statistics inference should be used in inference. In the psychology, there are more conflict theories to interpret one
mental phenomenon, and there are more interventions about the same mental function, then how to select one better theory or intervention is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We can set some number of prior prob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ories, we get one post probability in one operating
context, then a number of βp could be gotten by comparing the former with the latter. After that, βp compared with 0 and 1, it is clear that which
theories are supported or not by post probability, As for the new intervention selected, we can set a higher prior probabilities compared with the old
interventions, then one post probability cold gotten in new interventional context, then βp value and its meaning could be gotten as the above, one
better intervention product could be selected from some ones.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criticism to Bayesian statistical inference, such as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theoretical belief adjusted by facts, Bayesian statistical inference open a new way to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date analysis, even lead
a revolution on the statistic inference paradigm in psychology by emphasizing the theories test. After all, there are more theories built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more
Key words frequency probability, prior probability, hypothesis test, Bayesian inference, statistics in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