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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久坐行为与运动不足相关，已成为导致大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运

用锚定效应原理开展现场实验，检验利用锚值干预大学生久坐时间的有效性。实验1通过

动机性访谈激发大学生自发形成减少久坐时间的主观意愿（百分制自评的高内部锚），考察

高内部锚对久坐时间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减少久坐时间意愿高内部锚组，其身体活

动动机及久坐时间变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2基于被试久坐时间基线值，设计个性化

的减少久坐时间的量化目标，将量化目标分为高、低两种水平（高、低外部锚值），将带有高、

低外部锚值的提示信息以微信形式发送给被试，考察高锚提示对减少久坐时间的影响。研

究表明，高外部锚组的提示信息影响度、久坐行为自我觉察程度及久坐时间变化率显著高

于低锚组。动机激发形成的减少久坐意愿内部锚、减少久坐时间的个性化外部锚提示均有

效减少了大学生久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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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dentary behavior i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inactivity,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field experi‐

ments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nchoring effect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anchor value to intervene college students' sedentary time. Experiment 1 stimulated college stu‐

dents to spontaneously form subjective intention to reduce sedentary time (high internal anchor

on a percentage scale) through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nd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high

internal anchor on the change rate of sedentary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anchor

group with high intention of reducing sedentary tim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otivation of physi‐

cal activity and the change rate of sedentary ti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experiment 2, based

on the baseline value of the subjects' sedentary time, personalized quantitative goal of reducing

sedentary time was designed, which was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levels (high and low external

anchor value), and the prompt message with high and low anchor value was sent to the subjects

in the form of mobile phone WeCha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igh anchor prompting on re‐

ducing sedentary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prompt information, self-aware‐

ness of sedentary behavior and the change rate of sedentary time in the high external ancho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anchor group. The internal anchor formed

by motivation stimulation and the personalized external anchor prompted to reduce the sedentary

intention effectively, and reduce the sedentary time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principles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

lege students.

Keywords: sedentary behavior; anchoring effect; internal anchor; high anchor;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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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行为是指在清醒状态下，能量消耗≤1.5 METs的

坐姿、斜靠或卧姿，包括使用手机或电脑、写作业、乘坐交

通工具等行为（Biddle，2008；Thorp et al.，2011）。随着科

技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久坐行为已经成为

生活和工作的常态（Grao-Cruces et al.，2015；Rhodes et

al.，2012）。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久坐行为具有一定普

遍性（Buckworth et al.，2004；Monhollen，2015），且并非

都源自学习活动的久坐，使用手机或电脑进行游戏等非

学习活动导致的久坐比例较高，久坐行为对大学生身心

健康的危害也日渐突出（Marshall et al.，2004；Uffelen et

al.，2010）。如何有效地减少大学生的久坐时间，既关系

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健康中国目标在青年群

体的践行和实现。

久坐与运动不足关系密切，是目前体育学科研究的

热点之一。久坐造成参与体育活动时间的减少，导致身

体素质下降，给身心健康带来危害（Leblanc et al.，2015；

Serrano-sanchez et al.，2011 Tremblay et al.，2010，2003）。

通过增加身体活动时间来减少久坐是典型的干预模式

（Melanie，2012；Yue et al.，2015）。

来自对不同年龄段的研究表明，久坐是造成身体活

动减少的重要原因（Rivera et al.，2013；Totaro et al.，

2014；Vis et al.，2012）。世界卫生组织建议，18 岁或以上

的成年人每周至少参加 150 min 的中度至剧烈运动。然

而，人们常因久坐行为而挤占了身体活动的时间（Shirin

et al.，2018）。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因使用电脑、长时间

坐着工作或学习，以及乘坐交通工具等行为，导致久坐的

时间普遍较长（Matthews et al.，2006）。有研究还发现，轻

度身体活动与久坐时间也呈负相关。久坐时间加长，轻

度身体活动的时间也会随之减少（Hamilton et al.，2008）。

一项对东南亚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久坐行为与缺乏体育

运动呈显著正相关（Karl et al.，2018）。关于我国青少年

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

男、女生身体活动均逐渐下降，而久坐行为却逐渐增多

（郭强 等，2017）。有关大学生久坐行为和运动关系的研

究发现，久坐行为与运动呈显著负相关（Buckworth et al.，

2004）。可见，不同类型的久坐均导致了运动不足。

长时间久坐不仅影响认知及理解能力，还给身心健

康带来危害（Dunstan et al.，2010；Thorp et al.，2011）。久

坐行为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表明，久坐时间与抑郁症

存在正相关关系（Hamer et al.，2014），成人久坐行为与精

神障碍有一定关联性（Ford et al.，2005）。美国孟菲斯市

的希望与康复中心采用“病人-朋辈互动交流”与“病人-

照料者互动交流”两种干预模式，创设促进身体活动的社

会支持情境，鼓励城市低收入居民增加身体活动时间来

减少久坐（Mcoday et al.，2002）。英国健康促进研究所从

环境、公司政策、个体 3 方面实施“移动业务”（moving to

business），改善中小企业员工的久坐（Aittasalo et al.，

2017）。跨理论模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干预方法（Johnson et

al.，2008），该模型认为行为的改变要经历 6 个发展阶段：

前思、思考、准备、行动、保持和终结，进入第 4 个阶段个

体的行为才开始改变（Prochaska，1997），常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干预。上述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但也存在

一定不足。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对个体减少久坐时间的目

标设计及个性化指导。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运用行为

经济学领域的锚定效应心理规律，通过现场实验，从提升

大学生减少久坐的主观意愿、为大学生设定减少久坐的

量化目标值两方面入手，探索运用锚定效应干预大学生

久坐的有效性。

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中，以接触或回忆的数

值即锚值作为参照来估计目标值，使估计值接近锚值的

现象（Mandera et al.，2017）。近年，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

明，可以运用锚定效应助推健康教育、行为矫正的效果

（Thaler et al.，2008），高个体关联的锚值设计能通过影响

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健康行为（王晓庄 等，

2018）。

内部锚效应是一种典型的锚定效应类型。内部锚是

由个体自发产生的锚值，个体通过自身的学习和经验获

得。当面临问题情境，人们提取内部锚用于思考和判断。

内部锚与个体经历、体验直接相关，研究表明内部锚确定

性程度更高，信念程度也更强（李斌 等，2012）。

实验 1即从内部锚效应的作用机制出发，采用动机访

谈性干预范式，激发大学生减少久坐的内在动机。通过

百分制自评，使减少久坐内在动机量化为主观意愿锚值

（高内部锚），检验减少久坐的高内在动机锚值对干预大

学生久坐的有效性。动机性访谈是一种指导性咨询技

术，通过发掘和处理行为改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心理，增

强改变行为的内在动机，最终促使个体行为改变（Roll‐

nick et al.，1995）。由于导致锚定效应的内部锚与个体经

历、体验直接相关，而动机性访谈认为行为的改变与个体

的感受、需求和动机相联系，因而可将二者结合开展内部

锚设计，即激发大学生被试减少久坐的动机，并进一步使

之量化。通过对高动机内部锚组（干预组）进行 4周、每周

1次的动机性访谈，访谈以一对一（1名主试和 1名大学生

被试）形式进行。4 周访谈结束后，对被试减少久坐时间

意愿、身体活动动机及久坐时间进行测量。实验 1的基本

思路在于，身体活动已被证实对心血管、代谢、骨骼甚至

精神疾病的治疗都具有积极作用，是健康生活的基本组

成部分，而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Pearson et al.，2014）。通过提高身体活动动机和行为来

减少久坐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模式。通过动机性访谈，激

发个体产生减少久坐时间的内生性意向，引导个体提升

身体活动动机水平，从而达到减少久坐的行为结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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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实验 1的假设：

H1：干预组被试形成减少久坐时间的主观意愿自评

分数（内部锚）较对照组更高，身体活动动机水平、久坐时

间减少率较对照组更高。

H2：减少久坐时间的高动机内部锚通过提升身体活

动动机水平，进而促使大学生减少久坐，即身体活动动机

在减少久坐时间高动机内部锚与久坐时间变化率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

外部锚来自外部资源，从数字特征上可分为高外部

锚和低外部锚。高外部锚指同一问题中，外部资源设定

的数值相对较高的锚值，低外部锚则是设置的数值相对

较低的锚值。研究表明，锚值高低是影响锚定效应大小

的重要因素 ，高锚引发的锚定效应要更强（Carlson，

1990）。高锚值能够诱发个体产生更强的自我效能判断，

激发对努力目标的高坚持性，即高锚组能够更有效地促

使个体行为按照设定的意图转变（Cervone et al.，1986）。

实验 2 通过为大学生设定个性化的减少久坐时间的

量化目标值，考察高水平的目标值即高外部锚对久坐干

预的有效性。首先计算出每位被试久坐时间的基线值，

进而设计和计算减少久坐时间的个性化锚值，分为高外

部锚和低外部锚两种水平。编制减少久坐的信息提示，

信息中分别带有高外部锚或低外部锚锚值，形成两种实

验条件。信息提示在每天两个时段通过微信发送给被

试，连续发送 4 周。4 周结束后，被试填写久坐行为调查

问卷、信息提示影响度及久坐行为自我觉察问卷。实验 2

的基本思路在于，个性化锚值的设计，有利于提升个体的

高卷入水平。高外部锚组的个性化信息提示，促使个体

更为清晰地觉察久坐行为，进而有效地减少久坐。因此，

提出实验 2的假设：

H3：相对于低外部锚组，包含高外部锚的信息提示的

影响度更高，使大学生产生程度更高的久坐行为自我觉

察，久坐时间减少率更高。

H4：包含高外部锚的信息提示促使大学生产生对久

坐行为的自我觉察，进而促使其减少久坐时间，即久坐行

为自我觉察在信息提示影响度和久坐时间减少率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

1 实验 1：动机性访谈激发高内部锚减少大学生久坐时间

的干预实验

1.1 目的

通过动机性访谈激发大学生建立减少久坐时间动机

的内部锚，考察高内部锚干预大学生久坐的有效性。

1.2 方法

1.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河北、湖北、山西 6

所院校 624 名大学生进行久坐行为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483 份，计算出大学生久坐时间均值（497 min）作为筛选

被试的基线值。在此基础上，再次发放问卷 313 份，选取

高于均值的被试 120 人参与干预实验。从中选出大学生

60名，根据调查问卷测得的每位被试的久坐时间，由长到

短进行排序，以 2 人为单位，随机分到高动机锚组（干预

组）和对照组。

1.2.2 实验设计及程序

采用访谈类型 2（动机性访谈、一般性访谈）×测量 2

（前测、后测）两因素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身体活动动机、

久坐时间变化率及干预前后久坐时间。后测与前测之间

的差异用变化率指标进行统计（辛自强，2017），研究中，

久坐时间变化率和干预前后的久坐时间为考察干预效果

的主要因变量指标。久坐时间变化率=（前测久坐时间－

后测久坐时间）÷前测久坐时间。

1.2.3 实验程序

1）通过前测筛选实验被试并培训主试。采用修编的

《大学生久坐行为问卷》筛选出符合标准的被试，分配到

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人。招募有心理学背景的主试

12 名，进行动机性访谈培训。每名主试负责 2～3 名被

试，主试与被试进行对接。

2）实施干预。干预组以一对一的形式由主试对被试

进行每周 1 次的动机访谈性干预，每次 15～20 min，共进

行 4 次，持续时间为 4 周。动机性访谈的内容为：第 1 次，

建立信任关系，深入了解被试的久坐时间分布规律，对形

成原因进行讨论；第 2 次，帮助被试形成减少久坐行为的

意愿，增强信心，协商出可行的个性化方案；第 3 次，探讨

个性化方案的实施结果，提高其长期坚持的决心；第 4次，

与被试探讨减少久坐时间的方法及感受，巩固干预效果。

对照组以一对一的形式由主试对被试进行每周 1 次

的一般性谈话，每次 15～20 min，共进行 4次，持续时间为

4 周。访谈的内容为健康话题：第 1 次，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 2 次，运动与健康；第 3 次，营养与健康；第 4 次：压力与

健康。

3）后测问卷答题。第 4 周访谈完成后要求被试填写

《大学生久坐行为问卷》《减少久坐时间意向问卷》《身体

活动动机问卷》。

1.2.4 实验材料

1）《大学生久坐行为问卷》。参考 Charles 等（2008）、

Ford等（2007）编制的久坐行为问卷及对 23名大学生访谈

基础上修编该问卷。问卷共 11 道题，将久坐行为分为 6

个维度：视频类、教育类、文化类、社交类、交通类、其他

类。按照学习日和周末两个部分进行统计。每天久坐时

间的均值（以分钟为单位计算）作为统计指标，久坐时间=

（学习日久坐时间×5＋周末久坐时间×2）÷7，保留两位

小数。问卷重复信度为 0.82。

2）《减少久坐时间意向问卷》。参考 Grao-Cruc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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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研究范式编制该问卷。问题为：“在过去的这一个

月里，你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减少久坐时间”。答题采用

百分制，分值越高，意向就越强烈。问卷重复信度为 0.87。

3）《身体活动动机问卷》。借鉴 Kavussanu 等（1996）

身体活动动机问卷修编该问卷。问题为：“在过去的这一

个月里，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进行身体活动”。答题采用

百分制，分数越高，身体活动动机越强。问卷重复信度

为 0.88。

1.3 结果与分析

1.3.1 干预组高动机内部锚的检验

干预组的减少久坐时间意愿自评数值是实验要建立

的高动机内部锚。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减少久坐时间意

愿自评的统计显示，实验组（86.90±7.89）显著高于对照

组（58.00±13.81），t（58）=9.95，P＜0.001，表明动机性访谈

激发了更高的内部锚值，实验操作具有有效性。

1.3.2 实验干预前后久坐时间、久坐时间变化率的比较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访谈类型主效应显著，F（1，

28）=18.58，P＜0.001，ηp
2=0.39，动机性访谈组久坐时间

（505.77±108.34）显著低于对照组（570.74±75.76）。测量

主效应显著，F（1，28）=354.84，P＜0.001，ηp
2=0.92，后测

量 久 坐 时 间（479.34±98.35）显 著 低 于 前 测（597.17±

53.75）。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1，28）=33.12，P＜0.001，

ηp
2=0.5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后测中，动机性访谈组久

坐时间（419.21±73.71）显著低于对照组（539.46±82.25），

t（58）=-5.96，P＜0.001；在 前 测 中 ，动 机 性 访 谈 组

（592.33±54.26）与对照组（602.01±53.71）无显著差异，

t（58）=0.69，P＞0.05。动机性访谈组的久坐时间减少率

（0.29±0.09）显著高于对照组（0.10±0.11），t（58）=7.06，

P＜0.001。

1.3.3 身体活动动机水平

动机性访谈组和对照组的身体活动机水平差异检验

显示 ，实验组（88.90±7.26）显著高于对照组（50.67±

17.94），t（58）=10.82，P＜0.001。

1.3.4 内部锚对久坐时间变化率的作用机制

为了检验高动机内部锚对减少久坐时间的作用机

制，以减少久坐时间意向为自变量，久坐时间变化率为因

变量，身体活动动机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图

1）。采用 PROCESS 2.15，Bootstrap 重复抽样 5 000 次。研

究显示，身体活动动机在减少久坐行为意愿和久坐时间

变化率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表明身体活动与久

坐行为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减少久坐行为意愿的提高影

响的只是个体的认知系统，并不能直接带来久坐行为的

改变，只有身体活动动机的提升才能有效地减少久坐。

实验 1 证明了动机性访谈激发了大学生建立减少久

坐的高动机内部锚，进而对减少久坐产生了作用。动机

性访谈组的久坐时间减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动机性访

谈激发大学生形成较少久坐意愿的高动机内部锚，进而

提升了身体活动动机水平，减少了久坐时间。可见，动机

性访谈激发的高动机内部锚在干预久坐时间是有效的，

高动机内部锚通过个体身体活动动机水平的提升，才能

达到减少久坐时间的结果。

2 实验 2：目标设定高外部锚减少大学生久坐时间的干预

研究

2.1 目的

考察目标设定高外部锚值对减少大学生久坐时间的

影响。检验高外部锚干预的有效性。

2.2 方法

2.2.1 被试

从筛选出的 120 人中，选取剩余的 60 人参与实验 2，

根据调查问卷测得的每位被试的久坐时间，由长到短进

行排序，以 2 人为单位，随机分到高锚组和低锚组，每组

30人。

2.2.2 实验设计

采用混合设计：锚值 2（高外部锚、低外部锚）×2测量

（前测、后测）。因变量：信息提示影响度、久坐行为自我

觉察、久坐时间及久坐时间变化率。

2.2.3 实验程序

1）前测与计算高低锚锚值。运用修编的《大学生久

坐行为问卷》筛选出 60人参与干预实验 2，每组 30人。选

取参与调查的 40名被试对可能的久坐时间减少率进行主

观估计，借鉴 Jacowitz 等（1995）研究中以第 15 个百分位

点和第 85 个百分位点选取高低锚值的方法，根据被试估

计的久坐时间减少率数值分布，确定久坐减少比率的高

锚值为 25%，低锚锚值为 10%。如某被试的久坐时间为

563 min，高锚锚值 563×25%≈141 min，低锚值 563×10%≈
56 min。

2）招募主试并实施干预。招募 10名有心理学背景的

志愿者作为主试并进行相关培训，主试与被试对接。每

天 9 点、17 点，通过微信向被试发送包含减少久坐个性化

锚值的信息提示，要求被试阅读信息后进行回复确认。

共发送 4周。

3）后测进行问卷答题。第 4 周的最后一天主试与被

图1 身体活动动机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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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见面。被试填写《大学生久坐行为问卷》《信息提示影

响度问卷》《久坐行为自我觉察问卷》。

2.2.4 实验材料

1）《大学生久坐行为问卷》。同实验 1。

2）《信息提示影响度问卷》。参考 Strack 等（1988）研

究范式的基础上自编单项问卷，“收到的信息提示对于你

减少久坐时间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答题采用百

分制，分数越高，影响程度越高。问卷重复信度为 0.95。

3）《久坐行为自我觉察问卷》。参考 Marchant 等

（2018）的问卷，修编单项《久坐行为自我觉察问卷》，“我

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我坐着的时间长了。”答题采用百分

制，分数越高，久坐行为自我觉察水平越强。问卷重测信

度为 0.89。

4）减少久坐时间的信息提示。

高锚组信息提示样例：亲爱的 XXX 同学：谢谢你参与

“减少久坐，增强体质”行动，为减少久坐给你带来的潜在

危害，经计算你的久坐时间每天应减少 110 min，请你行动

起来！

低锚组信息提示样例：亲爱的 XXX 同学：谢谢你参与

“减少久坐，增强体质”行动，为减少久坐给你带来的潜在

危害，经计算你的久坐时间每天应减少 50 min，请你行动

起来！

2.3 结果与分析

2.3.1 干预前后久坐时间、久坐时间变化率的比较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外部锚锚值主效应显著

F（1，28）=7.34，P＜0.01，ηp
2=0.20，高 锚 组 久 坐 时 间

（534.58±123.73）显著低于低锚组（582.96±88.73）；测量

主效应显著，F（1，28）=83.99，P＜0.001，ηp
2=0.74，后测的

久坐时间（499.61±107.31）显著低于前测（617.93±75.76）；

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1，28）=21.68，ηp
2=0.43。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后测条件下，高锚组久坐时间（447.71±92.54）

显著低于低锚组（551.50±96.38），t（58）=4.22，P＜0.001；

前测条件下，高锚组（621.37±83.59）与低锚组（614.42±

68.41）之间无显著差异，t（58）=-0.35，P＞0.05。久坐时间

变化率统计表明，高锚组（0.27±0.16）显著高于低锚组

（0.10±0.14），t（58）＝4.40，P＜0.001。

2.3.2 信息提示影响度

被试感受到的信息提示影响度，高外部锚组（79.03±

22.46）显著高于低外部锚组（41.33±23.31），t（58）=6.38，

P＜0.001。

2.3.3 久坐行为自我觉察

久坐行为自我觉察的程度，高外部锚组（68.00±

27.90）显著高于低外部锚组（37.43±24.51），t（58）=4.51，

P＜0.001。

2.5.4 信息提示影响度的作用机制

为了检验高外部锚对减少久坐行为的作用机制，以

信息提示影响度为自变量，久坐行为自我觉察为中介变

量，久坐时间变化率为因变量，采用 PROCESS 2.15，运用

Bootstrap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图 2）。研究表明，久坐

行为自我觉察在信息提示影响度和久坐时间变化率的关

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个体在接收到提示信息后，建

立对久坐减少时间的认知和态度，促使个体提升了对久

坐行为的自我觉察，进一步采取了减少久坐的行为。

实验 2 证明了减少久坐时间的个性化高外部锚对减

少久坐时间的作用。高锚组的久坐时间变化率要显著高

于低锚组。目标设定高外部锚使被试感知到较高的信息

提示影响度，促使个体产生了对久坐行为的自我觉察，采

取了减少久坐时间的行动。可见，采用减少久坐时间的

个性化高外部锚干预大学生久坐行为是有效的。

3 讨论

在减少久坐时间的干预上，设计与个体有高关联的

锚值，是运用锚定效应干预大学生久坐的关键。研究试

图采用与高个体关联的内部锚和外部锚设计，探索减少

大学生久坐的干预方法。实验 1 探讨高动机内部锚对减

少大学生久坐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访谈性动机可以

激发个体产生较高水平的减少久坐意愿，请被试报告意

愿的量化值，即在被试心中建立高动机内部锚值，促使个

体提升身体活动动机，进而付诸行动减少久坐。实验 2基

于个体久坐时间基线值，进行个性化的减少久坐目标的

高外部锚设计，考察目标设定高外部锚对减少大学生久

坐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微信形式向大学生被试发

送含有个性化高外部锚信息提示，可以提高大学生对久

坐行为的自我觉察，进而促使减少久坐时间。

动机性访谈旨在通过一定的访谈策略引导个体改变

自身行为，促使访谈对象进行内心的自我探索，增强改变

行为的内在动机。在参与访谈过程中，被访谈对象具有

较高的卷入度，获得深刻的自我感受与体验，从而产生较

高水平的内在动机而改变已有的行为方式。在动机性访

谈过程中，需要个体进行较深的认知加工，对自身久坐行

为进行回顾和思考。对于减少久坐意愿的测量，使被试

图2 久坐行为自我觉察的中介效应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perceived Sedentar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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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动机进行了量化，即建立了高动机内部锚。锚定

效应的态度改变理论（Wegener et al.，2001）认为，锚值作

为有影响力的信息可引发态度改变，个体的卷入水平是

干预信息产生作用的调节因素，个体的卷入水平高低影

响了锚定作用的大小。高动机内部锚的建立，与个体的

关联度及卷入度更高，锚定效应更强，作用更为持久。实

验 1 引入动机性访谈范式，通过与被试进行 4 周（每周 1

次）一对一的动机性访谈，激发干预组产生高水平的动机

内部锚。每次访谈内容均涉及个体的身体活动变化、情

感体验等，诱导个体进行有意识的认知梳理，增强个体对

干预过程的卷入程度。在此过程中增强个体对自身行为

的自我感受及体验，改变个体对久坐的态度，提升个体参

与身体活动的动机。个体重新对自己的久坐时间分布进

行梳理，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变化。

已有的久坐行为干预实验表明，身体活动是有效减少久

坐行为的方法，实验 1 的完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4 次动

机性访谈激发个体减少久坐行为的意愿，但要达到减少

久坐的目的，参与身体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在

减少久坐意愿的高动机锚值驱动下，通过身体活动的参

与，达到减少久坐的实际效果。

实验 2基于个体基线的目标设定高外部锚，干预大学

生减少久坐时间，探索个性化外部锚值提示的有效性。

锚定效应的不充分调整机制认为，人类在做决策时遵循

了有限理性观的满意原则，从锚值出发经调整得出了估

计值，但调整过程受到锚值的影响，调整到一定程度则停

止。当调整从高锚开始，则调整到高的合理值边缘即停

止；从低锚的调整，到达低锚的合理值边缘即停止（Buse‐

meyer et al.，1992）。因此，高锚会出现程度较高的锚定效

应。实验 2在获取被试久坐时间基线值的基础上，计算出

每个被试的个性化高锚值作为信息提示，诱发个体对减

少久坐行为产生更高的努力目标，促使被试将锚值提示

与自身行为建立更高的关联。相较低锚组，高锚组信息

提示能够引发个体对自身久坐行为有更大程度的觉察，

激发个体对减少久坐时间的心理调整程度更大，对完成

设定目标的行动力更强。完全中介效应表明，当个体觉

察到自身的久坐行为与信息提示的目标设定不一致时，

会有效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减少久坐时间。

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实验 1和实验 2经过了 4

周的现场实验，获得了干预方法有效性的证据，但是行为

改变的效果是否能够保持，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其次，研究关注了久坐时间总量的减少，并未针对特定类

型久坐（如视频类）进行干预，这是未来需进行深入研究

的方向。

4 结论

研究通过两个现场实验探索高动机内部锚和个性化

外部锚减少大学生久坐时间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高

动机内部锚能更有效减少个体的久坐时间。身体活动动

机在减少久坐时间意向与久坐时间变化率之间中起到完

全中介作用；2）个性化高外部锚能有效减少个体的久坐

时间。久坐行为的自我觉察在信息提示影响度与久坐时

间变化率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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