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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采用自我客体化量表、体像比较量表、限制性饮
食量表和意志控制量表对 487 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和限制性饮食两两之间均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意志控制与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以及限制性饮食均呈显著的负相关；（2）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
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中介效应的后半
路径均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即在低意志控制群体中，这两种效应都更为显著。
关键词 自我客体化 限制性饮食 社交网站体像比较 意志控制 女大学生

１ 问题提出
限 制 性 饮 食（restrained eating） 是 指 个 体 为
了控制体重，长期严格地控制进食的慢性节食行
为 (Coletta et al., 2009)。研究表明限制性饮食不仅
会使个体产生自卑、焦虑等情绪压力 ( 孔繁昌等 ,
2011)，还会导致饮食障碍（如贪食症、暴食症）
(Stice, 2002)，严重影响个体身心健康。饮食失调行
为在年轻群体中较为普遍，研究发现大约 50% 的
青春期女生报告有节食行为 (Field, Haines, Rosner, &
Willett, 2010)，女大学生更是限制性饮食的高发群体
(Gan, Mohd Nasir, Zalilah, & Hazizi, 2011)，因此，女
大学生的限制性饮食行为应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以往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是限制性饮食的主要预测
变量 (van Diest & Perez, 2013)，但自我客体化“如
何影响”以及“何时影响”限制性饮食的问题鲜有
研究涉及。近年来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对大学生
身 心 发 展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Kimbrough, Guadagno,
Muscanell, & Dill, 2013)，因此，在女大学生群体中

探讨自我客体化对个体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及社
交网站使用行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对探讨互联网时
代女大学生的饮食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是指个体内化
一种第三者的视角，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基于外表评
价的客体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自我客体化
是女性群体中常见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在社会主
流媒介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变
得 更 加 凸 显 (Jongenelis, Byrne, & Pettigrew, 2014)。
客 体 化 理 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 指 出， 自 我 客
体化是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对女性的饮食障碍有着直接的预测
作用 (Jongenelis et al., 2014)。实证研究结果也发现自
我客体化与女性的限制性饮食存在正相关关系 (van
Diest & Perez, 2013)。因此，基于客体化理论和相关
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的限
制性饮食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H1）。
体像比较是限制性饮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体像比较（body image comparison）是指个体在体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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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方面与他人或理想化的身体意象进行比较的过

具有较高的积极自我评价 ( 吴慧婷 , 叶婷 , 林枝 , 喻

程，是社会比较的一个重要方面 (Lee, 2014)。研究

承甫 , 2012)，这有助于缓冲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

发现传统大众媒介为体像比较提供了信息基础，尤

制性饮食行为问题的不利影响。“风险缓冲模型”

其是理想化的身体意象 (Dunkley, Wertheim, & Paxton,

也指出，保护因素（如意志控制）可以缓冲或削弱

2001)，这使得基于大众媒体的体像比较会降低个体

风险因素对个体的不良影响 ( 王艳辉 , 张卫 , 李董

的体像满意度，并进一步导致饮食障碍 (Dunkley et

平 , 李丹黎 , 张晓丽 , 2012)。因此，意志控制可能会

al., 2001)。近年来，社交网站逐渐成为身体意象信

缓冲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风险因素）

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基于社交网站的体像比较也成

对个体饮食失调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也表明，意

为社交网站使用中不可避免的心理现象，即社交网

志控制是其他变量（如消极情感）与个体饮食障碍

站体像比较 (Kim & Chock, 2015)。同时，个体倾向

之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 (Burt, Boddy, & Bridgett,

于在社交网站中展示“最好的自我形象”，因此，

2015)。

社交网站中的体像比较通常是与更瘦或更有吸引

因此，本研究假设意志控制能够调节自我客体

力的同伴相比较 ( 魏祺 , 孙晓军 , 连帅磊 , 宋玉红 ,

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的影响，具体

2017)。相关实证研究也指出，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会

而言，与高意志控制个体相比，自我客体化和社交

增加女大学生的节食行为、求瘦渴望以及对增重的

网站体像比较更容易引起低意志控制个体的限制性

恐惧 (Pokrajacbulian, Ambrosirandi, & Kuki, 2008)。

饮食行为（H3）。

此外，自我客体化也是体像比较的一个重要预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女大学生为被试，探讨

测变量。在使用社交网站获取他人信息时，自我

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客体化的女性会更多地浏览、关注体像相关的内容

社交网站体像比较的中介作用和意志控制的调节作

(Lyu, 2016)，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与他人进行体

用，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像 比 较 的 可 能 性。Lindner, Tantleff-Dunn 和 Jentsch
(2012) 研究发现自我客体化对个体与他人的体像比
较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有研究指出社交网
站体像比较在其他因素与个体饮食障碍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 (Walker et al., 2015)。据此，本研究假设社
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客体化与限制性饮食的关系
图 １ 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假设模型

中起中介作用（H2）。
意 志 控 制（effortful control） 是 指 个 体 抑 制 优
势反应、激活次优势反应、探测错误以及做出计划
的能力 (Rothbart & Rueda, 2005)。作为自我调节的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核心心理变量，意志控制是其他因素影响个体心理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武汉市某大学在校女

社会适应的重要保护因素 ( 陈武 , 李董平 , 鲍振宙 ,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整

闫昱文 , 周宗奎 , 2015)。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使

理获得有效问卷 4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所

个体专注于自己的身体或外貌 (Quinn, Chaudoir, &

有被试年龄在 18~26 岁之间（M =20.81 岁，SD =1.64

Kallen, 2011)，并诱发消极情绪和饮食失调行为 (Stice,

岁）。

2002)。相比低意志控制个体，高意志控制个体具

２.２ 工具

有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较高的理性认知、情绪控

２.２.１ 自我客体化

制水平 ( 李琼梅 , 2004)，并且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

采用刘达青 (2009) 修订 Noll 和 Fredrickson (1998)

策略应对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和适应不良行为 (Li,

编制的自我客体化问卷。该问卷共 10 个题项，要求

Zhang, Li, Zhen, & Wang, 2010)，从而降低自我客体

被试按影响力大小对十个影响身体自我概念的身体

化的消极影响。此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会使个体

属性进行排序（9=“影响最大”、0=“影响最小”）。

形成消极的自我体像认知 (Vartanian & Dey, 2013)，

将与外表相关属性排序的总分减去身体能力属性所

进而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意志控制水平高的个体

得序号的总分，得到总分。分数范围为 -25 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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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客体化程度越高。

个项目，其中前者包括 4 个项目，采用 0~4 五点计

２.２.２ 社交网站体像比较

分，主要记录被试的体重变化；后者包括 6 个项目，

采用魏祺等人 (2017) 修订 Fardouly 和 Vartanian

其中第 1 和第 9 题采用 0~4 五点计分，第 5~8 题采

(2015) 编制的 Facebook 体像比较量表，对个体在社

用 0~3 四点计分，主要测量被试长期的节食动机。

交网站中的体像比较进行评估。该量表共 3 个项目，

将各项目分数相加，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限制性

均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社交网站中

饮食行为越多。

的体像比较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90。

３ 结果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２.２.３ 意志控制
采用李董平等人 ( 李董平 , 张卫 , 李丹黎 , 王艳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辉 , 甄霜菊 , 2012) 修订的青少年气质问卷修订版简

检验 ( 周浩 , 龙立荣 , 2004)，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本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进行测量。本问卷共包含 16

表明，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 16.34%，远小

个项目，均采用六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意志控制

于 40%，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

３.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为 .69。

相关分析表明，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

２.２.４ 限制性饮食

较和限制性饮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意

采 用 国 内 学 者 Kong, Zhang 和 Chen(2013) 修

志控制与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以及限制

订的中国版限制性饮食量表（The Revised Restraint

性饮食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见表 1）。

Scale），包括体重周期和节食两个分量表——共 10

３.３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05，**p <.01，***p <.001，下同

依据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 (2012) 推荐的中介

体化仍然显著正向预测限制性饮食（β = .16, t = 3.65,

效应检验的新程序——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p < .001）, 且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站体像比较（β =
.36, t = 9.73, p < .001）, 社交网站体像比较显著正向
预测限制性饮食（β = .19, t = 3.62, p < .001）。由社
交网站体像比较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不含 0 值（见表 3），表明社交网站体像
比较在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显著，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
限制性饮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 Hayes(2012) 编
制的 SPSS 宏，在控制年龄、年级、SNS 使用年限
和频率、好友重合度以及 SNS 好友数量的条件下进
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中 介 效 应 分 析 表 明（ 见 表 2）， 自 我 客 体 化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限 制 性 饮 食（β = .23, t = 5.58, p <
.001）, 放入中介变量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后 , 自我客

表 ２ 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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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 置
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

总效应的比例为 29.38%。这表明自我客体化既能够

由图 2 可知，意志控制水平较低（M -1SD ）的被试，

对限制性饮食产生直接影响，又能够通过社交网站

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 = .28，t = 7.75，p < .001；而对于意志控

体像比较的部分中介作用产生影响。
5）表明，将意志控制放入模型后，自我客体化与意

制水平较高（M +1SD ）的被试，自我客体化对限制
simple slope = .09，
性饮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t = 1.83，

志控制的乘积项对限制性饮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p > .05，表明随着个体意志控制水平的提高，自我

= -.10，t = -2.71，p < .01），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与意

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见

志控制的乘积项对限制性饮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表 5）。由图 3 可知，意志控制水平较低（M -1SD ）

= -.12，t = -2.88，p < .01），说明意志控制不仅能够
在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

的被试，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具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31，t = 5.61，p <

用，而且能够调节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

.001；而对于意志控制水平较高（M +1SD ）的被试，

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2、3），

社交网站体像比较虽然也会对限制性饮食产生负向预
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 = .12，t = 2.17，

其次，意志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４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５

在意志控制的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图 ２ 意志控制对自我客体化与限制性饮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３ 意志控制对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与限制性饮食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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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表明随着个体意志控制水平的提高，社交
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
趋势，且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客体化与限制性
饮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也逐渐降低，甚至不显著（见
表 5）。

４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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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和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对于高意志控制的个体，
自我客体化以及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限制性饮食的
影响都更小 , 这说明意志控制对自我客体化、社交
网站体像比较与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
关系具有显著的风险缓冲调节效应。作为一种自
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意志控制是抑制外 / 内

在客体化理论和意志控制的“风险缓冲模型”

化问题、促进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保护因素 ( 陈武

的视角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等 , 2015)。以往研究发现，意志控制能够通过调节

探讨了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

注意和控制行为等方式为个体良好心理社会适应提

响及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和意志控制的作用机制问题。

供保护作用 (Zhou, Main, & Wang, 2010)。意志控制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我客体化与女大学生

水平高的个体维持、转移注意的能力较强 ( 王艳辉

限制性饮食行为显著正相关，即自我客体化水平越

等 , 2012)，能够更好的把个体从客观自我意识状态

高，限制性饮食行为越多，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转换到主观自我意识状态 (Quinn et al., 2011)，避免

(van Diest & Perez, 2013)。自我客体化的个体更重视

由于对自己身体或外貌的过分关注产生塑造理想身

自己的身体形象，从而会习惯性监视自己的身体并

材的强烈动机，避免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发生，从而

产生身体羞耻 (Jackson, Zheng, & Chen, 2015)，对自

降低自我客体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社交网

己身体感到羞耻的女性为符合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

站体像比较会降低个体自我概念 (Fox & Vendemia,

形象理想瘦宣传的标准，会采取极端方式如限制饮

2016)，引起女性消极的身体意象 (Ahadzadeh et al.,

食以减轻体重、提升自己的身体形象。因此，自我

2017)，这会促使个体做出补偿性行为（即限制饮食）。

客体化是个体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关键预测因素。

而高意志控制个体具有较强的抑制冲动能力 (Burt et

进一步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体像比

al., 2015)，能够有效控制这种非适应性行为的发生，

较在自我客体化与限制性饮食之间起中介作用。

即避免或减少限制性饮食行为产生的可能性。
所以，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社交网站体像比较是

意志控制能够缓冲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

自我客体化导致个体饮食失调行为的关键中介因

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的风险，即起到“雪中送炭”

素 (Lindner et al., 2012)。自我客体化的女性把自己

的作用 ( 李董平 , 2012)。

的身体视作基于外表评价的客体，持续关注自我、

本研究对于引导女大学生发展合理的饮食行为，

监视自我并对自我进行评价 (Thøgersen-Ntoumani,

弱化社交网站使用对女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

Ntoumanis, Cumming, Bartholomew, & Pearce, 2011)，

启示：首先，女大学生应该提高对自身内在能力（而

这会促使个体在社交网站中主动寻求与他人进行体

非外貌）发展的关注度，尊重并接纳自己的身体外

像比较，如浏览他人发布的“自拍照”，以满足个

貌（如胖、瘦等）；其次，广大家长及教育工作者

体对自身身体形象评价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社

要引导女大学生正确看待社交网站中所呈现的身体

交网站中他人呈现的照片大多是精心修饰或美化过

意象相关信息，即认识到社交网站中身体意象信息

的，具有理想化色彩 (Kim & Chock, 2015)。因此，

的理想化特点，避免盲目与其进行上行体像比较；

当个体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他人的“理想照片”进

再次，重视意志控制能力的锻炼，通过提高意志控

行比较时，会体验到自我差异，这会引起个体的体
像不满 (Ahadzadeh, Pahlevan Sharif, & Ong, 2017) 和

制水平减少限制性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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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rained eating refers to consistent, cognitively mediated efforts to restrict eating for the purpose of weight control. Research shows

that dietary restraint can not only result in feelings of inadequacy and anxiety, but may also play a causal role in the onset of eating disorders such as
bulimia and binge eating, disturbanc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health and functioning. According to studies in both
China and abroad, the prevalence of eating disorders among younger groups was very hi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adolescent girls found that
about 50%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dieting behaviors and the female undergraduates have become high-risk groups of restrained eating. Therefo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strained eating behavior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researchers have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self-objectification, because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self-objectification
wa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for restrained eating, but the mechanism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social tool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eating behavior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role of the SNS. Some empirical studies have also indicated that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restrained eating.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effortful control had a potential protec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s’ bad behavior. As an important personality trait, effortful control might
affect the way individuals process information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thus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ffortful control in the effect of self-objectification on restrained eating.
To conclude,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d used i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objectification,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restrained eating. A survey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in which Self-Objec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SNS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 Effortful Control subscale and the Revised Restraint Eating Scale were administered to 487 female
undergraduat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Self-objectific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and restrained eating, and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trained eating, effortful contro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objectification,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and restrained eating; (2) Self-objectification could affect restrained eating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3) Both the direct effect of self-objectification on restrained eating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were moderated by effortful control, and both these two effects were much stronger among female undergraduates with low effortful control.
The study uncovered the complex mechanism betwee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female undergraduates’ restrained eating behavior. Selfobjectification influenced female undergraduates’ restrained eating behavior, both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were moderated by effortful control.
Key words self-objectification, restrained eating,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NS, effortful control, female undergradu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