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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中，爆炸性的信息量增加了人们的认知负担，

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些都会对

个体心理造成不良影响。Fiske和Talor[1]从降低认知负担的

角度提出了两种策略：第一，回避策略(avoidance strategies)，
即无意识地拒绝或逃避某些无用的信息；第二，结构化(struc⁃
turalization)，即让自己生活的周围环境变得更加简单、可

控。结构化的方式有很多，例如人们通过创造并运用抽象思

维(如图式、原型、刻板印象等)或运用先前的知识经验来对认

知信息进行简单概括，又例如人们通过在行为上表现出一些

习惯，或者遵从现有的社会规则、建立常规的生活方式等，以

使自己的生活环境有条理。本质上，结构化的创立和应用就

是一种消耗相对较少的认知资源来理解自己生活环境的方

式，它可以被运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类型和数量

上存在个体差异。结构需求(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就是

反映这一差异的人格变量，体现了个体对有结构的、简单的、

清晰的模式的需求程度[2，3]。也有学者[4]认为结构需求本质上

是一种动机，是个体对结构简单、清晰有条理的事物和环境

的需要，通常会以结构严密、有条理或简化复杂信息的认知

加工方式将其表现出来。不论结构需求是一种人格变量还

是一种动机，它都会影响人的认知加工过程，在经济、政治、

社会、自然界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5]。这里的结构不仅

是指物体具体属性上的结构，也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规

律、规则，甚至意味着社会规范、生活秩序[6] ，还可能具体到

消费环境中的边界形式 [7]。结构需求高者往往以一种简单

的、结构化的方式对复杂的信息做出反应，运用自己已有的

认知结构去理解新的事物，而结构需求低者则相反。

结构需求不仅可以用来降低个体的认知负担，增加个体

的责任感[3]，还可以使个体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稳定有序

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给个体提供一种安全感，进而增加个

体追求长远目标的信心。那么结构需求对个体只有积极意

义吗？分析过往文献发现也不尽然，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

观点：相比于低结构需求者，高结构需求者有更多的心理健

康问题、在某些条件下有更低的创造性。那么，相对于低结

构需求，高结构需求对个体究竟有什么影响呢？近期已有文

章[4]对结构需求的概念、测量和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但目前尚

无文章从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而

对其适应性与非适应性的揭示，将有助于深化理解结构需求

的概念深刻性和功能复杂性，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此本文将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已

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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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构需求是指人对有结构的、简单的、清晰的模式的需求。结构需求既有适应性功能，也有非适应性功

能。适应性功能包括维护控制感、影响个体的学习，非适应功能包括引发心理健康问题、损害个体的创造性。未来

研究应该加强各种研究方法的并用，实现实证研究和现实社会情境的结合，探寻有关理论之间的关系及有效缓解结

构需求非适应功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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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is individuals’needs for patterns that are structured, simple, and clear. This arti⁃
cl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adaptive and non-adaptive functions of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Adaptive functions of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include maintaining perceived control and improving individuals’learning. Non-adaptive func⁃
tions include its potentials to caus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hamper creativity.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apply a variety
of methods, realize the connec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es with real social situation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as well as the factors that may alle⁃
viate the non-adaptive functions of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Key words】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Adaptive; Non-adaptive

··950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年 第24卷 第5期

1 结构需求的适应性功能

过往研究主要从降低认知负担角度，探讨结构需求对个

体的适应性功能，对此上文已经做过阐述。除此之外，结构

需求对个体的适应性功能还表现在维护控制感、促进个体的

学习这两个方面。

1.1 结构需求维护控制感
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是个体对自己控制事件能力的

感知和对自身行为与事件结果之间一致性的预期[8]。有研究

者认为当个体控制感较低、或者因外部事件导致控制感暂时

下降时，个体的结构需求水平会增加，促使其采取措施来弥

补控制感的不足，进而维持控制感在某一水平上[9]。

大量研究显示，控制感的缺失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

生消极的影响[10-12]。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即在现实

生活中，个体会经常遇到控制感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却不

一定会有相应的消极后果。后来的很多研究也证实，在暂时

失去控制感时，个体会习惯性地表现出适应和补偿的策略，

来弥补控制感的不足，这些策略的核心就是结构需求[9]。补

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就是在这些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13]。该理论认为结构感是人们重要的

心理需求，个体需要感知到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是有结构、有

秩序、有规则的。而满足这一需求最理想的方式，便是自己

能够拥有对事物的控制，决定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个

体处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他们控制客体的动机经常无法得

到满足，在这种情境下，人们无法再依赖于个人控制来满足

对结构的需求，因而会转向采用各种认知或行为策略，而这

些策略的本质就是通过寻找到一种外部世界的结构，来给自

己提供一种主观上的控制感，这一过程被称作补偿性控制。

补偿性控制理论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Friesen等[14]

对 9·11事件及经济不稳定时期进行探讨，发现当被试的控

制感受到威胁时，对等级制度的喜爱将会增加，他们进一步

的分析发现等级制度正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结构性、可预测

性。在消费领域，研究者发现当遭受控制感剥夺后，被试将

会去支持购买本国商品而非进口产品，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可

以有效补偿自身控制感的缺失[6，15]。Cutright[16]也通过一系列

实验发现，当消费者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例如，被试无法控

制周围噪音的大小时或者要求被试回忆过去控制感较低的

情形时)，为了补偿控制感的不足，消费者会更喜欢各种有明

确边界(例如，有边框的致谢卡、品牌标识，整齐有界限的货

架摆放和有明确边框的物品陈列等)的商品，其中有明确边

界意味着结构和秩序。Cutright等[17]进一步探讨控制感受到

威胁与品牌延伸之间的关系，发现控制感缺乏的消费者和产

品经理更喜爱有结构的、能预测的品牌延伸(如一家汽车公

司想开办一个小型赛车中心)，而非不能理解的、较难预测的

品牌延伸(如一家汽车公司想开办一个旅游度假中心)。总而

言之，结构需求可以用来弥补个体控制感的不足，研究者进

一步分析发现，当个体的控制感不足时，结构需求的增加有

利于提高个体和集体幸福感、促进心理和生理健康、使个体

采取具体措施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等[9]。

综上可见，当控制感缺失、降低或受到威胁时，个体的结

构需求会增加，进而表现出一系列寻求结构的行为反应。这

些行为能缓解由情境引发的控制感下降，对控制感加以补

偿，以防止因控制感低下而导致的消极后果。

1.2 结构需求促进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结构需求高者更倾向于形成稳定的知识

框架，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例如，有研究者[18]认为

结构需求是一种重新组织所学的知识，并把知识以有逻辑结

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需要，这将会形成各种定律、公理等。

Sarnataro-Smart[19]探讨了学生的结构需求与数学学习之间的

关系也发现，虽然也存在着数学焦虑，但结构需求高者更加

善于从先前问题中总结各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形成相应的知

识框架，这些都有利于后面复杂的数学问题的解决。

2 结构需求的非适应性功能

2.1 结构需求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有研究者[20，21]将结构需求分为两个子维度——对缺乏结

构的反应(reaction to lack of structure)以及对结构的需求(de⁃
sire for structure)，结果发现结构需求总分及对缺乏结构的反

应这一子维度都与焦虑呈正相关，但未发现对结构的需求这

一子维度与焦虑之间的相关。也有研究者[22]把结构需求的

两个子维度分别称为对简单结构的期望(the desire for simple
structure)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
ty)。事实上，对于结构需求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

较少，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后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

域。由于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结构需求对个体心理健康

的影响，因此，这里还是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当作结构需求

的一个子维度。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自提出以来越来越受到

应用心理学的关注，并把它描述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主导

因素，影响个体焦虑的习得和维持”[22，23]。Carleton等[24]运用

Taxometric分析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不仅仅是焦虑的一个

方面，而且还是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的一个共同的维度结

构。如Gentes和Ruscio[25]通过对有关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重

度抑郁症和强迫症之间关系的横向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发

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重度抑郁症和强迫症之间有中等程

度的正相关。也有研究者对伴随或不伴随广场恐惧症的惊

恐障碍患者进行了调查，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惊恐障碍

呈正相关[26，27]。国内研究也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能够正

向预测强迫、焦虑包括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28-30]。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结构需求与自杀存在相关，结构需求

高者由于在面临死亡问题时缺乏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无法忍

受较高的不确定性，因而有更高的自杀风险[31]。Majer等[32]调

查了270名伴有物质使用障碍的有前科的犯人，通过对人口

统计学变量、精神病理学变量和结构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后，发现结构需求增加了有前科的犯人的自杀意图。他们

认为在解决问题时，结构需求高者常常采用一致性的、僵化

的、常规的思维加工方式，缺乏灵活性，因而当问题无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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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方法解决时，他们的自杀风险便会增加。

2.2 结构需求损害创造性
认知的灵活性有利于个体产生创造性的行为，相反，认

知灵活性的降低将损害个体的创造性。较高的结构需求水

平会降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进而影响个体的创造性。有研

究者[33]对结构需求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高

结构需求者喜欢结构化的、可预测的情境，不喜欢不确定的、

古怪反常的情境，这种偏好阻碍了个体认知的灵活性，降低

了创造性。Vohs等[34]分别让被试在有秩序的和无秩序的房

间完成一项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想出 10种乒乓球的新用

途，然后测量被试的创造性，结果发现，与在无秩序的房间的

被试相比，在有秩序房间的被试创造性显著降低。

对于结构需求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者提出了

相反意见[35-37]，他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高结构需求也会促进

个体的创造性。并提出了创造力的双路径模型 (the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38，39]。该模型具体阐述了两种不同

路径：①灵活路径(flexibility pathway)，即前文提到的认知灵

活性影响个体创造性；②坚持路径(persistence pathway)，通过

对任务做出持久的努力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来提高创造性，强

调在任务解决方法之内的创造性。图 1总结了结构需求对

创造性的影响(虚线代表消极影响)。高结构需求者更能够通

过坚持路径来表现出创造性，而低结构需求者更能够通过灵

活路径来表现创造性。

高结构需求 坚持性

创造性

(灵活性和独特性)

低结构需求 灵活性

图1 结构需求对创造性的影响

3 小结和讨论

结构需求对个体究竟有什么影响？这一影响又受到怎

样的社会和个体因素的交互影响？不论从理论意义出发，还

是从实践价值来看，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我们继续深究。具体

来说，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第一，丰富结构需求的研究方法。首先，有关结构需求

的研究，调查法占主导作用，而实验研究偏少。虽然通过问

卷法有利于对结构需求的功能进行大样本研究，提高研究的

真实性，但由于无法进行因果判断，不利于深入考察结构需

求的功能。因此需要通过实验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已有研

究者[39]通过增加或降低被试的时间压力、认知负荷等来操纵

被试的结构需求，但这一方法还没有得到普遍的使用。其

次，有关结构需求的研究可以更多放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予

以考察，将其与热点事件相结合，通过详细考察民众对于具

体社会事件的不同态度，深入地了解不同结构需求者的社会

心态，进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探寻理论之间的关系。除补偿性控制理论以

外，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和意义维持模型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也对控制感与结构需求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论述。其中恐惧管理理论涉及的主要变量——

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自己不愿死亡却被提醒自己必

然会死亡)被认为会引起个体的不确定感。具体来说，个体

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无法控

制自己的死亡过程，也无法预测自己的死亡对其他人的影

响，因此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强烈的不确定感。个体为

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感，对秩序和可预测性的需求增加[40]。意

义维持模型认为意义的含义就是关系(relation)。个体通过关

系将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用来维持这种关系，其中的一种

表现是个体有结构需求，即对世界的理解是确定的[41]。上述

三种理论都探讨了控制感和结构需求之间的关系，其中补偿

性控制理论对此进行了直接的探讨，而恐惧管理理论和意义

维持模型分别探讨了死亡提醒、关系不稳定引起个体的不确

定感，进而促使个体寻求结构或秩序的行为。那么三种理论

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后两种理论是否是前种理论的深入？

这些都需要未来研究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更好地揭示结构需

求的心理机制。

第三，探寻有效缓解结构需求非适应性功能的机制。尽

管大量研究揭示了结构需求的非适应性功能，但是关于结构

需求非适应性功能的调节作用主要集中在结构需求与创造

性之间的关系上[40，41]，对结构需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

用的探讨还比较缺乏。哪些变量可以减轻或改变结构需求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也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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