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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旨在考察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及其心理路径和边界条件。
[方法] 研究一借助大数据使用客观产品反映稀缺的影响。研究二在疫情爆发期进行了高生

态效度的全国性线上问卷调查。研究三在不同的突发公共危机情境中启动稀缺验证因果。
[结果] 稀缺可以正向预测和加剧恐慌消费(研究1-3)，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起链式中介
作用(研究2-3)，但这一模式更适用于高风险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研究3a\3b\3c)。
[局限]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效应不能解释低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引起
恐慌消费的心理路径，未来研究需继续探究。更为客观的稀缺和恐慌消费指标值得进一步发
掘和考察。
[结论] 高风险性的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会降低控制感，增加恐慌情绪，最终引起恐慌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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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carcity
on panic buying as well as the uderlying psychological path and its boundary.
[Methods] Study 1 explore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through objective indicators
using bigdata.Study 2 implemented a nationwide online survey with high ecological
validity during the outbreak period. Study 3 conducted three experiments by priming
scarcity in different public emergencies.
[Results] Scarcity intensified panic buying (study1-3), and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panic serially mediated this strengthening effect (study 2-3). However, this
serial mediation effect was only supported in the emergent public crisis with
high-risk (study 3a, 3C), but was not supported in the emergent public crisis with
lower-risk (study 3b).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BSH114）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2017THZWYY11）的研究成果之一。

[Limitations] The chained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sense of control and panic cannot

explai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scarcity caused by panic buying in the
emergent public crisis with low risk perception. Future research needed continue
to explore. More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scarcity and panic buying are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Conclusions] In the high-risk emergent public crisis, scarcity aggravates panic
buying through reducing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then increasing panic.
Keywords： scarcity panic buying emergent publ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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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恐慌消费(panic buying)是自然灾害、疾病爆发等破坏社会生活甚至危害生
命 的 重 大 事 件 中 常 见 的 行 为 [1] ， 比 如 对 可 能 安 度 危 机 的 必 需 品 出 现 囤 积
(hoarding/stockpiling)[2][3]和迫切购买(urgency to buy)[4][5]等行为。这类行为
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并不鲜见，如2003年SARS中对板蓝根和醋的抢购[6]、2011年日
本地震时对盐的抢购1、2019年“多里安”飓风时对生活物资的抢购等2、2020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全球各地出现抢购口罩、双黄连甚至枪支等。
恐慌消费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可能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首先，恐慌消费发
生时会造成暂时性市场短缺，阻碍弱势群体对保护性资源的获取，进而对社会产
生消极影响[1]。其次，恐慌消费会破坏供应链平衡，引起后续物价上涨[1]。因此，
恐慌消费会加剧突发公共危机，对个体和社会造成危害。
尽管恐慌消费是突发公共危机中的常见现象，但目前关于这种现象及其心理
机制的实证研究并不丰富[1][7]。Yuen等人[1]在Scopus中使用“恐慌消费”相关的
关键词搜索发现，只有少数研究(截止2020年3月15日)从社会学、公共管理、商
业和新闻报导等角度讨论了突发公共危机中恐慌消费现象，但鲜有研究对该现象
进行心理机制的实证探索。当前研究考察突发公共危机中恐慌消费的心理机制，
不仅有助于理解恐慌消费行为，还可以为此后干预和减少恐慌消费提供科学依据
和切入点。
1.1 稀缺与恐慌消费
稀缺(scarcity)是一种“拥有”少于“需要”的状态(having less)[8]。它
可以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也可以是个体的主观感受[9]。在消费市场中，稀缺是由
于缺乏或无法获得商品、服务或资源而使消费者无法满足其需求[9]，根据产生来
源 分 为 供 应 方 稀 缺 (supply side scarcity) 和 需 求 方 稀 缺 (demand side
scarcity)[5]。当发生突发公共危机时，公众和社会应对危机的资源准备通常不
足(供应方稀缺)，且民众对相关资源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激增(需求方稀缺)。这既
会在客观状态上造成资源稀缺，也会让公众在主观上感到资源需要难以被满足。
因此，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的稀缺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很常见。恐慌消费常发生
在市场上出现或人们预感到大规模涨价或短缺时[1]，即当需求不能被满足时。这
说明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可能是恐慌消费的重要预测变量。
非危机场景的研究证明，稀缺会加强消费者的恐慌消费行为。商家通过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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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时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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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多 国 恐 慌 抢 盐 ， 何 种 心 理 在 作 怪 ？

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q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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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等限购手段营造的稀缺情境加强消费者的迫切性购买行为[4]和囤积行为[5]，
甚至消费者因此而质疑商家存在隐瞒店内有货的行为[4]，这是因为稀缺会减少可
选择和可获得的消费项目，威胁消费者的行动自由，进而引起心理抗拒
(psychological reactance)[10]，而恐慌消费可以令消费者重获自由[4][5]。同时，
这个过程还伴随负性情绪，如稀缺增加消费者在决策前对“不买”行为的预期损
失，从而引起预期后悔(anticipated regret)。为了避免出现因所放弃的结果优
于所选择的结果而产生后悔，个体会出现更多的囤积等恐慌消费行为[5]。在零售
业中，预感到食品的短缺会提高消费者对食品价格的接受度和囤积行为[11]。在供
应链中，当出现供应短缺危机时，消费者会增加囤积行为以缓和供应短缺的负面
影响[12]。据此提出假设：
H1：突发公共危机中的稀缺会增强恐慌消费。
1.2 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中介作用
人们在应对环境刺激时既要经历认知过程又要经历情绪过程，认知和情绪是
个体决策时的两类重要影响因素，在危机中的行为表现遵循“认知-情绪-应对”
模型[13]。因此，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恐慌消费行为可能也受认知与情绪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控制感和恐慌情绪。
(1)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在突发公共危机等压力事件中，个体常使用问题导向(problem-focused)的
应对(coping)策略进行决策[14]，以维持和增强对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15]。根据控制感理论，控制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够影响环境和事件结果的
认知[16]，是个体应对应激或创伤事件时最重要、最普遍、最基本的需求[17][18]。获
得或加强控制感是个体在突发公共危机中进行决策时的主要动机和目标[19]。因此
控制感可能是影响突发公共危机中包括恐慌消费在内的个体行为的重要认知成
分。
以往研究发现，稀缺会降低控制感，如物质资源稀缺让个体认为拥有的资源
难以抵抗风险，从而增加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感知[20]；对相关信息的未知和短缺
也可能会降低个体的控制感[1][21]。
根据补偿控制 (compensatory control)理论，当个体处于低控制环境或控
制感受到威胁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恢复和重建控制感[22]。恐慌消费可能是补偿
方式之一。一方面，它可以让个体重获对自由的控制[4]；另一方面，它是个体面
对突发公共危机时的一种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策略[1]，这是个体在危机
中获得控制感的重要途径[15]。研究表明，在面对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等
突发公共危机时，个体产生冲动消费等补偿式消费行为以获得控制感[23][24]。基于
此提出假设：
H2：控制感在稀缺与恐慌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
(2) 恐慌情绪的中介作用
恐慌情绪以恐惧和焦虑为主要表现[25][26]，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对恐慌消费行为
有重要影响[1][2]。首先，恐惧情绪是个体在应激状态中自我保护动机的一种功能
投射(functional projection)，直接驱动自我保护行为[27]。而通过恐慌消费对
资源过度占有[28]或不惜代价获得资源的行为，正是人们在危机中自我保护的适应
性行为[29]，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资源短缺[28]，减少对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3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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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情绪唤醒会加重认知负荷，阻碍理性决策，进而导致行为的冲动性，而恐慌
消费中常包含着即时贴现的非理性偏好[6]。再者，恐慌消费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安
全感，缓解其压力[23]。囤积等恐慌消费行为是个体应对压力的一种行为和情绪反
应[2]。因此，恐慌情绪是导致恐慌消费的情绪成分。
而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稀缺使个体感到缺少抵御威胁的资源，进而加强对危
险的感知。这些客观的威胁和对危险的感知作为提示减少生存和繁衍几率的信
息，激发个体的自我保护动机(self-protection motive)[27]。因此，稀缺加强恐
慌情绪以产生自我保护动机的功能投射[27]，进而通过情绪通路导致恐慌消费。由
此提出假设：
H3：恐慌情绪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
(3) 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认知、情绪和行为三种成分按照某种顺序相继影响。
标准学习层级(standard learning hierarchy)模型，即“认知-情绪-行为”
(CAB)模式[31]认为，在CAB模式中，消费者的认知影响其情绪，继而影响行为。以
往关于品牌忠诚度[32]和有机食品消费[31]等消费研究都验证了这一模式。因此，在
恐慌消费的形成过程中，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个体应对危机情境的行为通常根据“认知-情绪”而产生，即人们基于对风
险刺激的认知和判断产生相应的情绪，随后影响行为反应[13]。这种“认知-情绪应对”模式在神经心理学研究中也被证实。前额皮质损伤的参与者即使“认识”
到选择具有高风险，但由于负责控制情绪的前额皮质受损伤，使其感觉不到恐惧，
继而导致他们比没有损伤的参与者选择更多风险选项[33]。恐慌消费作为人们在危
机中的应对方式，其形成也应该存在“认知-情绪”的加工过程。因此，恐慌消
费无论作为消费行为还是危机应对行为，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形成中都遵循
“认知-情绪”的序列加工过程。突发公共危机情境的高度不确定性[34]使得个体
的控制感较低[24]。而低控制感会增强消极情绪，威胁积极情绪和幸福感[14]。恐慌
情绪是个体面临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危机时产生的主要消极情绪[25][26][35]。因此，
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低控制感会加强个体的恐慌情绪，使人们反思和想象各种场
景进而引起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2][18]。
因此，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可能是通过一条“认知-情绪”路径影响恐
慌消费，即稀缺降低个体控制感，从而加剧了个体的恐慌情绪，而恐慌情绪的增
加进一步加强了恐慌消费行为。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4：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以 COVID-19 疫情为背景，考察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对恐慌
消费的影响，并基于认知-情绪-行为路径来探索控制感与恐慌情绪在其中的作
用。研究一采用大数据方法，探索稀缺（客观）、恐慌情绪和恐慌消费（抢购）
间的关系；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法，再次验证稀缺（主观）是否能预测恐慌消费
（对防疫物品的支付强度），且检验这种预测作用是否是通过控制感-恐慌情绪的
认知-情绪链式中介发挥作用；研究三(3a/3b/3c)通过行为实验，在不同类型的
突发公共危机探索稀缺对多种恐慌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控制感-恐慌情绪作用机
制是否具有普适性。
2

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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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发展为研究大范围人群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契机[36]。此次疫情期间
人们多处于居家隔离状态，我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和活跃用户均明显上升3，
国民在网络上的情绪和行为轨迹大量增加，这表明通过网络大数据观察人们的态
度和行为成为必要且可行。因此，研究一旨在采用大数据的方式考察稀缺（客观
稀缺）、恐慌情绪和恐慌消费（抢购）间的关系。
2.1 方法
借助清博舆情4数据平台，获得 1 月 21 日至 4 月 9 日 80 天内每天全网(包括
网页、微信、微博、报刊、论坛等 13 种渠道，见表 1)包含相应关键词的信息数。
第一步：数据提取时间区间选择
以武汉封城到解封这一疫情关键事件为依据。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院士在 1 月 20 日下午和晚间证实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这一判断和
提醒引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热议和重视。由于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需要在随后
发酵，因此我们将这一时间节点后的第一天即 1 月 21 日作为数据提取时间区间
的第一天；4 月 8 日是武汉“解封”的首日，同样考虑到舆情发酵，以 4 月 9 日
作为结点。
第二步：数据提取关键词选择
客观稀缺。基于稀缺的定义，即“拥有”少于“需要”[8]，以“疫情，短缺”、
“疫情，缺货”、“疫情，紧缺”、“疫情，库存告急”和“疫情、库存紧张”5
组词为稀缺的关键词，每组关键词间以“或”为并列逻辑，每组关键词的两个词
间为“和”逻辑，即要求信息中最少包含一组关键词，并必须同时含有该组关键
词中涉及的两个词。
抢购。根据工信部(2020)公布的重点防疫物资清单5并结合此次疫情中民众
的常用防护物资，以“疫情，抢购”、“抢购，口罩”、“抢购，酒精”、“抢
购，消毒液”、“抢购、物资”、“抢购，生活用品”、 “抢购，药”、“抢
购，护目镜”和“抢购，洗手液”9 组词为抢购行为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
1 月 31 日的双黄连抢购风波是这次疫情期间一次代表性的抢购行为，因此也将
“抢购，双黄连”作为关键词之一。这 10 组关键词每组间以“或”为并列逻辑，
每组关键词的两个词间为“和”逻辑。
恐慌。基于恐慌情绪的成分[25][26]，以“疫情，恐慌”、“疫情，恐惧”、“疫
情，害怕”、“疫情，紧张”、“疫情，焦虑”和“疫情、不安”6 组词为恐慌
情绪的关键词。每组关键词间以“或”为并列逻辑，每组关键词的两个词间为
“和”逻辑。
第三步：数据预处理
为了对所得信息进行降噪，排除不相关信息，进行了数据预处理，包括以下
三步：首先，参照前人使用关键词筛选微博数据的做法[37]，在设置关键词时给每
组关键词都以“和”逻辑设置了疫情相关的主题词，如“疫情”和一些关键物资
等，以增加信息内容和疫情的关联度。其次，使用了平台的去重功能将来源于不

3 QuestMobile. (2020-02-12). 2020 中国移动互联网“战疫”专题报告——热点关注行业发展报告.
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81.
4 清博舆情是由北京清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舆论大数据分析平台，可基于用户提供的关键词呈现
包括信息总数、情绪分析、用户性别、报道渠道、发布地区、提及地区等多维度的舆情分析报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02-14).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767810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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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媒体渠道但内容重复或相似的信息排除。最后，鉴于稀缺和抢购都是负性事件，
因此根据平台提供的每条信息的情感属性，只保留反映负性情感的信息，进而排
除含有关键词但和主题无关的信息。最终，共获得稀缺相关信息 76249 条，抢购
相关信息 52709 条，恐慌情绪相关信息 677256 条。
2.2 结果
客观稀缺、恐慌情绪和抢购信息数的走势图如图 1 所示。回归分析发现(见
表 1)，首先，稀缺信息数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抢购信息数，β = 0.28，t(78) =
2.59，p = .012，95%CI[0.20,1.54]。分别对各信息来源进行独立分析发现，稀
缺信息数对抢购信息数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除“问答”(β = -0.05, t(78) =
-0.40, p = .693)外的来源中均存在，βs = 0.30 – 0.48，ts = 2.82 – 4.89，
ps ≤ .001。其次，稀缺信息数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恐慌情绪信息数，β = 0.49，
t(78) = 4.92，p < .001，95%CI[1.78,4.21]。分别对各信息来源进行独立分析
发现，稀缺信息数对恐慌情绪信息数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除“视频”(β = 0.06,
t(78) = 0.56, p = .576)外的来源中均存在，βs = 0.78 – 0.86，ts = 10.96
– 14.73，ps < .001。最后，恐慌情绪信息数对抢购信息数无显著预测作用，
β = 0.13，t(78) = 1.12，p = .265，95%CI[-0.05,0.18]。分别对各信息来源
进行独立分析发现，除“微博” (β = 0.15, t(78) = 1.36, p = .178)、“视
频”(β = -0.03, t(78) = -0.22, p = .824)和“问答” (β = 0.07, t(78) =
0.59, p = .558)外的来源中，恐慌情绪信息数均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抢购信息
数均存在，βs = 0.41 – 0.58，ts = 3.98 – 6.25，ps < .001。

图 1 客观稀缺、恐慌情绪和抢购信息数变化趋势图
表 1 抢购信息数对稀缺信息数的回归分析 (N = 80)

客观稀缺-抢购
总体
微博
微信
APP
网页
论坛
报刊
视频

客观稀缺-恐慌情绪

恐慌情绪-抢购

b

SE

β

p

b

SE

β

p

b

SE

β

p

0.87
1.50
0.25
0.15
0.16
0.34
0.13
0.41

0.34
0.41
0.05
0.04
0.04
0.09
0.03
0.15

0.28
0.39
0.48
0.43
0.41
0.39
0.44
0.30

.0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6

3.00
6.67
2.38
1.88
1.95
4.34
1.74
0.22

0.61
0.50
0.21
0.13
0.15
0.38
0.16
0.40

0.49
0.83
0.79
0.86
0.83
0.80
0.78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76

0.06
0.07
0.10
0.08
0.08
0.09
0.07
-0.01

0.06
0.05
0.02
0.02
0.02
0.02
0.01
0.04

0.13
0.15
0.56
0.46
0.52
0.58
0.51
-0.03

.265
.178
.000
.000
.000
.000
.000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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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号
搜狐号
问答
其他

0.16
0.16
-0.21
0.16

0.05
0.05
0.53
0.04

0.38
0.36
-0.05
0.40

.000
.001
.693
.000

1.76
1.86
4.41
2.06

0.15
0.17
0.39
0.18

0.80
0.78
0.79
0.80

.000
.000
.000
.000

0.08
0.09
0.06
0.07

0.02
0.02
0.10
0.02

0.41
0.50
0.07
0.43

.000
.000
.558
.000

2.3 讨论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在 COVID-19 在中国境内从爆发到阶段性缓解这 80 天的
发展周期内，客观稀缺相关的信息数可以正向预测恐慌情绪和抢购行为相关的信
息数，即每天反映有关客观稀缺情况的信息越多，当天反映公众恐慌情绪和抢购
行为的信息也越多。此外，每天反应公众恐慌情绪的信息数也可以预测当天反映
公众抢购行为的信息数。
以往研究发现，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s)可以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和
或文化的影响，如通过书籍中集体主义相关词汇(如“我们”，“服从”)的比例
和个体主义相关词汇(如“我”，“独特”)的比例来测量相应的文化倾向[38]。基
于此，包含稀缺、恐慌和抢购相关关键词的信息也是对社会生活中公众相应心态
和行为的一种体现，相关的信息数越多，可能说明对应的心态或行为强度越强。
因此，研究一的结果可以初步说明稀缺（客观稀缺）、恐慌情绪和恐慌消费(抢购)
之间的关系。
从信息数的走势图中可以发现，抢购信息数在 2 月 1 日突然激增，这是因为
前一日关于双黄连的错误消息引发了公众大量的抢购双黄连行为，而公众对双黄
连的抢购实际上体现了其在危机中对一切可能实现自我保护目标的资源(无论是
否真正有助于实现自我保护目标)的非理性占有，这正是恐慌消费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稀缺信息数对抢购和恐慌情绪信息数的预测作用以及恐慌情
绪信息数对抢购信息数的预测作用分别在一些消息来源中没有得到体现，这也提
示我们在获取舆情时，要注意舆情来源平台。
研究一从群体层面初步探究了稀缺、恐慌情绪与恐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二将进一步从个体层面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另外，由于另一个可能的心理机制
——控制感，是一个难以通过新闻信息直接反应的变量，因此在研究一中并没有
涉及。而研究二将对其进行测量，并直接检验恐慌情绪和控制感在稀缺对恐慌消
费影响中的作用。此外，稀缺包括客观状态和主观感受[9]，研究一关注了客观的
稀缺状态对恐慌消费的行为，研究二将从主观稀缺，即个体对稀缺的认知和感受
方面，对稀缺进行测量，再次考察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再者，研究一使用抢
购作为恐慌消费的代表，研究二将通过模拟真实的消费情境，使用反映人们获得
资源迫切感的支付强度考察恐慌消费。

3 研究二
研究二以 COVID-19 为背景，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考察个体对新冠疫情中
常用的防疫物资的消费行为特点。研究中以支付强度为恐慌消费指标，从主观稀
缺方面考察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及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3.1 方法
（1）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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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20 日，即确诊人数快速增长期的末尾阶段6，通过线
上调查的方式，收集到来自大陆 29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658 份
样本(男性 234 人)，年龄介于 16-65 岁，平均年龄为 32.94±11.92。
（2）变量和工具
主观稀缺。以 COVID-19 为背景，采用自编条目对主观稀缺进行测量。除物
质资源外，对突发公共危机相关信息的稀缺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1]。因此
在新冠疫情情况下分别从信息和物资两方面评价参与者的主观稀缺。共包含 4
个条目，其中信息稀缺感包括对新冠肺炎相关信息和防疫知识掌握情况，如“我
掌握的疫情信息”；物资稀缺感包括对拥有的防疫物资和采取的防疫措施等方面
的测量，如“我拥有的新冠肺炎防疫物资”。参与者使用 7 点评分对它们进行稀
缺/充足情况的判断，“1”表示“非常充足”，“7”表示“非常不够”。该部
分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两因子模型拟合
良好(c2/df=2.30, CFI=1, TLI=0.98, SRMR=0.01, RMSEA=0.06)(见补充材料)。
恐慌消费。采用支付强度测量恐慌消费。支付强度即人们愿意为了获得资源
付出多少成本，可反应人们迫切购买的意愿。在这一部分，参与者会看到包括口
罩、酒精、消毒液和感冒药在内的四种常用防疫物资，然后判断自己此刻最高愿
意出多少钱购买该物资。愿意支付的钱数越多，表明愿意为获得资源付出的成本
更大、获得资源的迫切程度越强。将四种物资的支付金额标准化后平均，得到整
体的支付强度。
控制感。采用 Frazier 等人[17]编制的《压力事件控制感量表》(Perceived
Control Over Stressful Events Scale) 中 的 子 维 度 当 前 控 制 感 (present
control)对控制感进行测量。该维度测量个体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控制
感，更能反映个体对自己可以控制重要结果的一般信念(general beliefs)[17]。
该量表由 8 个条目组成，如“我如何处理这件事目前在我的掌控中”。采用 4
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该量表是以特定
事件作为评价对象，例如，原量表要求参与者先列出一个近期的压力事件，然后
对该事件进行上述评价，而本研究要求参与者就当时的新冠肺炎进行评价。本次
测量的控制感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3。
恐慌情绪。根据突发事件中恐慌情绪的定义[25]，使用《正负性情绪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39]负性情绪维度中的“恐惧
的”、“害怕的”、“紧张的”和“心神不宁的”四个条目测量恐慌情绪量。参
与者使用 5 点计分对近两周内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1”表示几乎没有，“5”
表示“极其多”。本研究中恐慌情绪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3.2 结果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而成，为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将
主观稀缺、控制感和恐惧情绪的所有测量条目一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分析发
现，未旋转(29.42%)和旋转后(18.62%)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均小
于40%。这表明该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40]。
（2）假设检验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4-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分布.
http://2019ncov.chinacdc.cn/2019-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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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主观稀缺、控
制感、恐慌情绪和恐慌消费之间均呈显著相关。
为了有效控制测量误差，进一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首
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之后，稀缺对恐慌消费的总效应显著
(β = 0.09, p = .027)。其次，在这一基础上，将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同时纳入
模型(见图2)，并根据MI对模型进行修正，释放相关显著不为0的误差参数[41]，模
型拟合良好：c2/df = 2.83, CFI = 0.94, TLI = 0.93, RMSEA = 0.05，SRMR=0.05。
对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稀缺显著地负向预测控制感，β = -0.39，p < .001；
控制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恐慌情绪，β = -0.66，p < .001；恐慌情绪可以显
著地正向预测恐慌消费，β = 0.14，p =.027。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rap 程
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即控制感的单独中介作用，
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控制
感(95%CI[-0.07, 0.02])和恐慌情绪(95%CI[-0.02, 0.01])的单独中介作用均不
成立，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95%CI[0.01, 0.06])，间接效应量
为0.04，占总效应40.04%。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N=658)

1.主观稀缺
2.恐慌消费
3.控制感
4.恐慌情绪

M±SD

1

2

3

4

2.91±0.84
0.03±0.89
2.81±0.50
2.77±0.98

—
*
0.08
***
-0.30
**
0.19

—
*
-0.08
**
0.11

—
***
-0.52

—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图2 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主观稀缺和恐慌消费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注：数据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下同；括号中为主观稀缺对恐慌消费的总效应(下同)

3.3 讨论
研究二以支付强度为恐慌消费的指标，从主观稀缺的角度再次验证了稀缺对
恐慌消费的强化作用，即验证H1；并发现该作用是通过降低控制感、提升恐慌情
绪实现的，验证了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即验证假设H4。而控制感
和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即未验证H2和H3。这说明突发公共危
机中稀缺对恐慌消费行为的影响符合“认知-情绪”链式模型，认知和情绪成分
在其中的作用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序列联系。
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通过大数据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验证了稀缺对恐慌消费

的影响，但严格地说，它们并不能反映两者的因果联系[42]，因此，研究三首先将
通过在实验中启动稀缺(vs. 充足)，考察它能否影响人们的恐慌消费行为。其次，
在恐慌消费行为的指标上，除了继续使用支付强度反映迫切购买特征，研究三基
于时间维度的考虑将增加迫切购买的测量，即提前排队的意愿。同时，研究三还
将验证恐慌消费的另一特征——囤积。最后，除了在疫情情境中直接验证稀缺对
恐慌消费的影响，研究三还将考察这一模式是否具有情境特异性，即是否可以推
广到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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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三
研究三通过三个情景模拟实验，验证稀缺影响恐慌消费的因果关系，以及控
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其中以囤积和迫切购买为恐慌消费的指标。为了
考察这一链式中介模型是存在情境特异性，还是也适用于其他突发公共危机中，
本研究除了模拟疫情情境之外，还选择了自然灾害中的飓风情境，以及危害身体
健康的泄漏物情境，前者具有可预警与可防控的特点[18]，且持续时间短，后者与
疫情一样同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身体健康具有危害性，且对个体产生的影
响持续时间长。
4.1 研究 3a
（1）研究目的

在模拟的疫情情境中，启动稀缺变量，从而验证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
及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2）方法
① 被试

通过线上招募的方式共收集到来自全国的259个样本(男性99人)，年龄介于
18-36岁，平均年龄为21.91±2.59，其中稀缺组133人，充足组126人。为了排除真
实环境中新冠疫情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实验于6月底进行，这时国内各地
连续多日本土新增疫情为0。实验前所有的被试在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
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在中等效应量(Cohen’d=0.5)、高统计效力(power=0.9)和95%的置信水平 [43]
的条件下，通过G*Power3.1计算出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至少需要172个样本。而结
构方程模型至少需要200个样本[44]，且为了控制中介分析中的测量误差[42]，最终
收集了259个样本。
② 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稀缺组 vs. 充足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恐慌消费的三种
行为指标，即支付强度、迫切购买行为、囤积行为，中介变量是控制感和恐慌情
绪。
③ 操作

稀缺组和充足组的被试均会阅读到两段文字，其中第一段文字的背景信息相
同，是对一个假定的传染病爆发情境的描述：
假定你生活的A国爆发了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通过飞沫、空气和
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播，目前已有很多国民感染，感染人数还在不断上升，由于存
在无症状感染者，因此目前无法确定人群中潜在感染者的规模，感染者的死亡率

约为10%。特效药和疫苗尚在研制中，目前只能通过某些防护用品进行一定防护。
第二段文字是分别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角度对情境中资源状况的描述，同
样包括信息和物资两方面。稀缺组的材料是针对需求激增、库存和拥有量不足的
描述，充足组的材料是针对供需稳定、库存和拥有量充足的描述(具体材料见附
件)。
为了确保被试认真读完全部内容，该描述的页面呈现时间设定为60s[42]。之
后，被试依次完成操作检验、控制感、恐慌情绪和恐慌消费的测量。其中，对恐
慌消费的测量同研究二类似，被试需要对口罩、酒精、感冒药和基础食品四种物
资进行消费决策，四种商品随机呈现。
④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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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消费。基于恐慌消费的定义，从三个方面测量恐慌消费。
1)囤积行为。参与者需要回答置身于描述的情境中，自己最多打算购买多少
口罩/酒精/感冒药/基础食品。将四种商品的囤积数标准化后平均，得到囤积指
数。
2)支付强度。向参与者呈现口罩/酒精/感冒药的基础价格，然后要求参与者
回答置身于所描述的情境中，最多打算花多少钱分别购买这些商品。用(参与者
愿意支付的价格-基础价格)/基础价格，得到溢价倍数，该倍数越大代表参与者
愿意为获得资源付出的代价越大、迫切购买意愿越高。由于基础食品是一类商品
的总称，无法直接设定原始价格，因此参与者需要回答最多愿意多出百分之多少
购买基础食品，将这一数字除以100后得到基础食品的溢价倍数。将四类商品的
溢价倍数标准化后平均，合并为支付强度系数。
3)抢购行为。参与者会被告知商品将在每天14:00定时限量销售(稀缺组)/
集中销售(充足组)，其需要判断愿意几点到达商店。用14:00减去预计到达的时
间，就是参与者为了获得相应商品愿意提前的程度，值越大代表在时间角度的迫
切购买意愿越强。
控制感。 使用一个条目“我如何应对这场传染病，目前在掌控中。”[17]从
总体上对控制感进行测量。采用4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
示“非常同意”。
恐慌情绪。同研究二，该实验中的恐慌情绪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7。
操作检验。使用“置身于上述情境，你如何评价该情境中防护物资/疫情相
关信息的情况？”[45] 分别对物资和信息的资源情况进行测量。采用7点计分，
“1”表示“非常充足”，“7”表示“非常不足”。将两方面的分数合并，得到
对资源状况的整体性评价。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现实环境中新冠疫情的“心理台风眼效应”[35]，使用新
冠疫情爆发期所处位置的疫情程度、新冠疫情中的健康程度以及最近的病例作为
控制变量，三者标准化后平均，得到一个新冠疫情距离指数。

（3）结果
① 操作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稀缺组对资源稀缺程度的评价(M = 6.04, SD =
0.84)显著高于充足组(M = 2.81, SD = 1.00)，t(257) = 28.10，p < .001，Cohen’s
d = 3.51，稀缺启动成功。
② 稀缺对恐慌消费、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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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图3)，就恐慌消费而言，稀缺组的囤积指数(M =
0.10，SD = 0.63)、支付强度(M = 1.09，SD = 0.72)以及抢购(M = 2.48, SD =
1.60)均显著高于充足组(M囤积 = -0.10, SD囤积 = 0.63)，t囤积(257) = 2.53，p囤积
= .012，Cohen’s d囤积 = 0.32；M支付 = 0.67，SD支付 = 0.52，t支付(257) = 5.38，
p支付 < .001，Cohen’s d支付 = 0.67；M抢购 = 0.52，SD抢购 = 1.97，t抢购(257) = 8.82，
p抢购 < .001 Cohen’s d = 1.10。
稀缺组(M = 2.37, SD = 0.73)的控制感显著低于充足组(M = 2.76, SD =
0.64)，t(257) = -4.62，p < .001，Cohen’s d = 0.58。稀缺组(M = 3.43, SD
= 0.82)的恐慌情绪显著高于充足组(M = 2.93, SD = 0.79)，t(257) = 5.04，
p<.001，Cohen’s d = 0.63。

图3 稀缺的主效应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误差线为标准误，下同

③ 中介作用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
新冠疫情距离之后，稀缺对恐慌消费的总效应显著(β = 0.62, p < .001)。在
这一基础上，将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同时纳入模型(见图4)，根据MI对模型进行修
正后，模型拟合良好，c2/df = 2.12, CFI = 0.97, TLI = 0.95, RMSEA = 0.07，
SRMR = 0.05。对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稀缺显著地负向预测控制感，β = -0.28，
p < .001；控制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恐慌情绪，β = -0.28，p = .003；恐慌
情绪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恐慌消费，β = 0.26，p = .011。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即控制感的单
独中介作用，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结
果发现，控制感(95%CI[-0.01, 0.05])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成立；恐慌情绪的单独
中介作用成立(95%CI[0.01, 0.09])，间接效应量为0.06，占总效应的10.06%；
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95%CI[0.002, 0.04])，间接效应量为
0.02，占总效应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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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控制感和恐慌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4）讨论
研究3a通过模拟疫情的情境，使用多种恐慌消费的行为指标再次验证了稀缺
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及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突发公共危机不仅包括疫情这种公共健康危机，还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7
等 。因此，接下来的研究(研究3b和3c)将验证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模式是情
境特异的还是普适性的，以便为突发公共危机的专业化管理提供进一步的依据。
其中，研究3b以飓风为例，在自然灾害类的突发公共危机中考察稀缺对恐慌消费
的影响。
4.2 研究 3b
（1）研究目的
研究3b将模拟飓风情境，以探究在可提前预警及预防的突发公共危机情况
下，稀缺是否导致公众的恐慌消费行为，以及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的链式中
介作用是否具有普适性。
（2）方法
① 被试
通过线上招募的方式共收集到265个样本(男性107人)，年龄介于18-31岁，
平均年龄为21.42±2.20，其中稀缺组133人，充足组132人。实验前所有的参与
者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② 设计
同研究3a。
③ 操作
同研究3a。第一段文字中的背景信息为对假定的飓风情境的描述：

假定你居住的A市是一座海滨小城。气象监测预报，强飓风“佛罗伦斯”正
在迅速移动，预计将于3天后登陆A市，并达到4级(最高5级)。此次飓风将会带来
强降雨并引发严重洪水，破坏道路、电力系统、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极大影响

7 国务院. (2006).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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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生活。
被试需要对六种应急物资：桶装水、果蔬、基础食品、手电筒、机票/车票
以及酒店进行消费决策，六种商品随机呈现。
④ 测量
恐慌消费。基本同研究3a。在囤积上，为了排除个体自身储备习惯的基线差
异，本研究中对囤积的测量改为“最多打算比平时多购买多少天的物资”。由于
手电筒、机票/船票以及酒店在现实中不会囤积，因此囤积的题目只针对桶装水、
果蔬、基础食品。将三种商品的囤积数平均，合并得到一个整体的囤积指数。在
支付强度上。统一使用“最多愿意比平时多支付百分之多少”测量被试的支付强
度，以排除有无锚定的影响。将六种商品的溢价倍数平均，合并为一个整体的支
付强度系数。抢购的测量完全同研究3a。此外，由于飓风具有可预测性，实际生
活中人们可以提前为此准备，因此又增加“打算提前多少天准备”这道题，对抢
购的测量进行补充。在后续部分表示为“抢购1”(提前排队)和“抢购2”(提前
准备)。
控制感、恐慌情绪。同研究3a，恐慌情绪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
操作检验。问题同研究3a，题目中的评价对象变为“生活物资/飓风相关信
息”。将两方面的分数合并，得到对资源状况的整体性评价。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心理台风眼效应”[35]，使用是否经历过飓风/台风以
及是否熟悉台风/飓风作为控制变量。
（3）结果
① 操作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稀缺组对资源稀缺程度的评价(M = 5.59, SD =
0.83)显著高于充足组(M = 2.31, SD = 0.70)，t(263) = 34.76，p< .001，Cohen’s
d = 4.29。稀缺启动成功。
② 稀缺对恐慌消费、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主效应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图5)，就恐慌消费而言，稀缺组的囤积(M = 8.48,
SD = 6.02)、支付强度(M = 1.03, SD = 1.28)以及抢购1(M = 2.62, SD = 1.62)
均显著高于充足组(M囤积 = 6.54, SD囤积 = 4.53)，t囤积(263) = 2.96，p囤积 = .003，
Cohen’s d囤积 = 0.37；M支付 = 0.55，SD支付 = 0.63，t支付(263) = 3.90，p支付 < .001，
Cohen’s d支付 = 0.48；M抢购1 = 1.29，SD抢购1 = 1.87，t抢购1(263) = 6.18，p抢购1 < .001，
Cohen’s d = 0.76)。在抢购2上，稀缺组(M = 7.80, SD = 6.63)与充足组(M =
6.51, SD = 4.38)的差异边缘显著，t(263) = 1.86，p = .064，Cohen’s d = 0.23。
稀缺组(M = 2.39, SD = 0.66)的控制感显著低于充足组(M = 2.81, SD =
0.74)，t(263) = -4.86，p < .001，Cohen’s d = 0.60。稀缺组(M = 3.11, SD
= 0.83)在恐慌情绪上与充足组(M = 2.74, SD = 0.79)的差异显著，t(263) = 3.70，
p < .001，Cohen’s d =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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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稀缺的主效应
③ 中介作用
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对飓风/台风的熟悉性之后，稀缺对恐慌消费
的总效应边缘显著(β = 0.12, p = .051)。在这一基础上，将控制感和恐慌情
绪同时纳入模型(见图6)，根据MI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模型拟合良好c2/df =
2.27, CFI = 0.96, TLI = 0.94, RMSEA = 0.07，SRMR = 0.07。对各路径进行
分析发现，稀缺对显著地负向预测控制感，β = -0.29，p < .001；控制感可以
显著地负向预测恐慌情绪，β = -0.41，p < .001；恐慌情绪对恐慌消费没有预
测作用，β = -0.01，p = .872。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rap 程序对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该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即控制感的单独中介作用，恐慌情绪的
单独中介作用，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控制感
(95%CI[-0.05, 0.01])和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95%CI[-0.02, 0.01])和控制
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95%CI[-0.01, 0.01])均不成立。

图6 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4）讨论
研究3b在自然灾害类的突发公共危机中再次验证了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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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稀缺对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影响。但控制感和恐慌情绪无法在稀缺和恐慌消
费间起链式或单独的中介作用。这可能与情境的特点有关，如突发事件的风险性、
持续时间以及可预测性。
人们对危机的风险评价通常由担忧性(dread)和未知性(unknown)两方面构
[46]
成 。飓风/台风相较于大规模传染病而言是一种常见的危机事件(未知性低)；
从预警机制到应急方案都比较成熟，因此对生命的威胁程度是可控制的(担忧性
低)。所以个体对飓风/台风的风险评价较传染病更低8。因此，人们在飓风情境
中的恐慌情绪较传染病情境而言会普遍更低9，从而没有对恐慌消费产生影响，
这也就导致了链式中介未在研究3b中成立。为了探索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
及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情境特异性，研究3c将选择与传染
病情境相似，都是危害生命健康的高风险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情境，继续考察稀
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
另一方面，这可能也提醒着在飓风/台风这类持续时间段、低致命性、低未
知性、可防可控的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中可能存在着其他的
心理机制，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
4.3 研究 3c
（1）目的
污染物泄漏这类事故灾难和传染病相似，均发生频率较低、对健康和生命的
威胁较高，因此在致命性和未知性上的风险程度都较高。研究3c将在这种与疫情
风险特征相同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验证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及控制感与
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模型。
（2）方法
① 被试
通过线上招募的方式共收集到来自全国的265个样本(男性96人)，年龄介于
18-33岁，平均年龄为22.35±2.90，其中稀缺组134人，充足组131人。实验前所
有的参与者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② 设计
同研究3a。
③ 操作
同研究3a。第一段文字中的背景信息为对假定的污染物泄漏情境的描述：

假定你所在的A市突然发生了污染物泄漏，该污染物含DDT、多氯联苯等
致癌物质，土壤、地表河流和地下水等受到污染，目前污染范围尚在扩散，无法
确定最终的污染范围。
参与者需要对五种应急物资：桶装水、果蔬、基础食品、解毒药以及机票/

8 根据谢晓非等(2005)，风险事件对于个体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还是“令人担忧的”，是对个体风险
评价最具贡献率的维度，因此使用这一条目对在研究 3a 和研究 3b 中个体的风险评价进行测量，并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传染病情境的风险感知(M = 5.26，SD = 1.23)高于飓风情境(M = 4.60，SD = 1.29)，

t(522) = 6.00, p < .001, Cohen’s d = 0.53。
9 对恐慌情绪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传染病情境的风险感知(M = 3.19，SD = 0.84)高于飓风情
境(M = 2.92，SD = 0.83)，t(522) = 3.54, p < .001, Cohen’s d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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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进行消费决策，五种商品随机呈现。
④ 测量
恐慌消费。对囤积的测量同研究3b相似，考察对桶装水、果蔬、基础食品和
解毒药分别会比平时多购买多少天/盒，标准化后平均，得到整体的囤积指数。
支付强度同研究3a和3b。抢购只包含对提前排队时间的测量，问题同研究3a和3b。
控制感、恐慌情绪。同研究3a，恐慌情绪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操作检验。问题同研究3a，题目中的评价对象变为“应急物资/泄漏物污染
相关信息”。将两方面的分数合并，得到对资源状况的整体性评价。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心理台风眼效应”[35]，使用是否经历过泄漏物污染事
件以及是否熟悉泄漏物污染事件作为控制变量。
（3）结果
① 操作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稀缺组对资源稀缺程度的评价(M = 6.05, SD =
0.78)显著高于充足组(M = 2.51, SD = 0.90)，t(263) = 34.25，p < .001，Cohen’s
d = 4.22。稀缺启动成功。
② 稀缺对恐慌消费、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主效应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图10)，就恐慌消费而言，稀缺组的囤积指数(M =
0.12, SD = 0.76)、支付强度(M = 1.29, SD = 1.59)以及抢购(M = 2.87, SD =
1.78)均(边缘)显著高于充足组(M囤积 = -0.12, SD囤积 = 0.68)，t囤积(263) = 2.64，
p囤积 = .009，Cohen’s d囤积 = 0.33；M支付 = 0.61，SD支付 = 0.78，t支付(263) = 4.17，
p支付 < .001，Cohen’s d支付 = 0.51；M抢购 = 1.42，SD抢购 = 2.06，t抢购(263) = 6.15，
p抢购 < .001，Cohen’s d抢购 = 0.76。
稀缺组(M = 2.08, SD = 0.65)的控制感显著低于充足组(M = 2.67, SD =
0.67)，t(263) = -7.26，p < .001，Cohen’s d = 0.90。稀缺组(M = 3.63, SD
= 0.73)的恐慌情绪显著高于充足组(M = 3.00, SD = 0.84)，t(263) = 6.59，p
< .001，Cohen’s d = 0.80。

图 7 稀缺的主效应

③ 中介作用
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对泄漏事件的熟悉性之后，稀缺对恐慌消费的
总效应显著(β = 0.54, p = .001)。在这一基础上，将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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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模型(见图8)，根据MI对模型进行修正后，模型拟合良好，c2/df = 3.40, CFI
= 0.94, TLI = 0.90, RMSEA = 0.10，SMRM=0.07。对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稀
缺显著地负向预测控制感，β = -0.51，p < .001；控制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
恐慌情绪，β = -0.42，p < .001；恐慌情绪可以显著预测恐慌消费，β = 0.36，
p = .001。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中介作
用包含三条路径，即控制感的单独中介作用，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控制感
-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控制感(95%CI[-0.07, 0.15])的单独中
介作用不成立；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成立(95%CI[0.03, 0.18])，间接效应
量 为 0.06 ， 占 总 效 应 的 14.67% ； 控 制 感 - 恐 慌 情 绪 的 链 式 中 介 作 用 成 立
(95%CI[0.04, 0.16])，间接效应量为0.08，占总效应14.28%。

图8 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4）讨论
研究3c在一个和传染病情境风险性相同10的情境中，再次验证了稀缺对恐慌
消费的影响，以及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突发性公
共卫生危机事件由于涉及危害生命与健康，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会通过控制
感与恐慌情绪共同起作用。
研究3三个实验的结果说明，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对恐慌消费的主效应
是普遍存在的，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但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稀缺对恐慌消费影
响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具有一定的边界和条件，这种“认知-情绪”通路只发生在
高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而在常见的、可防可控程度较强的低风险感知的
突发公共危机中则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人们的恐慌消费行为不同于存在印象管
理 （ impression management ） 或 者 社 会 赞 许 反 应 （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的行为，在后者如亲社会行为[47]或自我知识状态评价[48][49]的研究中，
参与者主观报告的行为意向或评价可能高于实际的行为。人们在突发公共危机中
的恐慌消费行为可能并不会存在这种“行为意向强，真实行为少”的现象，而是

10 对风险评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情境主效应显著(F(2, 786) = 23.37，p < .001，η2 = 0.06)，传染病情境
(M = 5.26，SD = 1.23)和泄漏物情境的风险感知相同(M = 5.28，SD = 1.37)(p = .882)，均高于飓风情境(M =
4.60，SD = 1.29)(ps < .001)。

可能像攻击性等负面人格评价一样基于社会赞许的需要存在“行为意向弱，真实
行为多”的情况[50]。此外，现实中人们的恐慌消费行为总会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
[6][28]
，在实验室环境中，参与者反而会多一些认知加工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减弱恐慌消费。因此，虽然实验室中的恐慌消费和真实的恐慌消费不能完全等
同，但如果在实验室中这样恐慌消费较现实情况更少的条件下还能观察到的稀缺
对恐慌消费的影响，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影响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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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讨论
当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公众往往会出现恐慌消费行为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
难。本研究从稀缺的视角来探索恐慌消费行为，通过一项大数据研究、一项疫情
爆发期的线上问卷调查和3个实验研究，从不同面向考察了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
响及其潜在的心理机制。研究发现，稀缺会加剧恐慌消费，该作用是因为稀缺降
低了控制感继而增强了恐慌情绪，恐慌情绪的提升最终加剧了恐慌消费。这种
“认知-情绪-行为”的模式具有一定的情境特异性，即只体现在容易引发个体较
高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
5.1 稀缺与恐慌消费
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对恐慌消费有直接影响，且这种直接影响具有跨情
境的一致性，即在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危机中都存在，这与以往对快时尚消费场
景中的稀缺情境会导致囤积行为和迫切性购买行为[4][5]，以及食品稀缺情境会导
致高价接受度和囤积行为[11][12]等非危机情境的消费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并且，
本研究综合使用了多种恐慌消费行为指标，发现在突发公共危机情境中，稀缺会
导致囤积、迫切购买，溢价支付等多种恐慌消费行为的同时出现。这一方面说明
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稀缺影响恐慌消费的全面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提示着在控制
稀缺对恐慌消费的不良影响时需注意多种恐慌消费形式，以避免出现扰乱社会秩
序和市场秩序的事件。再者，由于稀缺存在不同面向，即主观稀缺和客观稀缺，
因此，当前研究分别考察了其对恐慌消费的影响以及恐慌情绪和控制感在其中的
中介作用。这种在同一个研究中分别从同一变量的不同面向进行考察的做法是必
要的，如Piff等人[51]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就分别从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两方面进行了探究。这一方面增加了结果
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说明，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不仅应关注客观的资源稀缺对公
众的影响，也要考虑如何降低公众对稀缺的主观感知。特别是当客观的资源稀缺
一时难以缓解时，可以先从主观稀缺方面入手，减轻公众的恐慌消费行为。
5.2 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控制感和恐慌情绪是影响突发公共危机中包括恐慌消费在内的个体行为的
重要心理过程。以往虽然有少数研究讨论或考察了控制感[52]和恐慌情绪[2]各自对
灾害中恐慌消费的影响，但并没有直接考察二者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中的中介作
用。
当前研究发现，首先，控制感在稀缺和恐慌消费中未能发挥单独的中介作用；
其次，恐慌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只在行为实验中被验证，而未能在生态效度较高
的真实突发公共危机中得到验证；最后，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得到
稳定的验证。这说明，在突发公共危机情况下，控制感与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模
型对于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更具有解释意义。而控制感-恐惧/焦虑情绪的链式

chinaXiv:202101.00061v1

作用在此前被发现会影响个体在灾害中的情绪调节消费(emotion regulation
consumption)[18]，整合当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突发公共危机中人们的消费行为是
受认知-情绪这一序列过程影响的，而非认知和情绪单独起作用。这种“认知情绪-行为”模式也符合消费决策中的标准学习层级模型[31]和危机中应对方式的
“认知-情绪-应对”模型[13]。同时，这一链式模型也有助于更加完善地理解稀缺
影响恐慌消费的复杂过程和作用机制[53]。
此外，当前研究发现，控制感-恐慌情绪在稀缺对恐慌消费影响中的链式中
介作用是存在边界的，它更适用于疫情、泄漏物等高风险性的突发公共危机。在
飓风等常见的、可预测的、有一定准备期，且可控制对生命安全威胁性的突发公
共危机中，人们的风险评价较未知的、不可预测、突发性程度高和致命性强的突
发公共危机相对更低，这可能使得个体的恐慌情绪也普遍较低。但人们的消费行
为在该类突发公共危机中仍存在较强的恐慌性，所以此时恐慌情绪对恐慌消费失
去了预测作用，这就导致控制感-恐慌情绪链式中介作用的消失。然而，对于低
风险的突发公共危机，稀缺仍会导致恐慌消费，但这种影响的心理机制可能存在
其他路径，未来值得进一步考察。比如，在低风险性的突发公共危机中，人们面
临的消费场景可能和非危机情境中更相似，因此用于解释非危机中场景中恐慌消
费的心理抗拒和预期后悔可能更适用。此外，有研究在飓风情境中发现了控制感
-恐惧/焦虑情绪-享乐合理化(hedonic rationalizations)-情绪管理消费的模
式[18]，这提示在低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控制感-恐慌路径可能影响的是
其他消费行为，或者在恐慌-恐慌消费的路径中还存在其他中介或调节变量。同
时，研究发现启示，突发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有必要根据危机事件风险性质而实
施差异化管理；对于所有突发危机，社会舆情都应该尽可能避免出现客观的稀缺
状态或引起人们的稀缺感；而对于容易引起高风险感知的危机中，还应注意提升
人们的控制感和降低恐慌情绪。
5.3 研究意义

理论上，当前研究从稀缺角度探讨突发公共危机中恐慌消费，特别是验证了
控制感-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首先，当突发公共危机时，恐慌消费会对社
会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但已有关于恐慌消费及其成因的研究并不丰富[1]，且多单
独从某一变量考察。当前研究为影响恐慌消费的因素提供新的视角——稀缺；其
次，从个体应对危机的心理过程出发，探索一条环境/环境感知-认知-情绪-行为
的综合路径，提出控制感和恐慌情绪的链式中介影响是恐慌消费的心理机制之
一。第三，以COVID-19为背景，同时在实验中比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的突发
公共危机中的恐慌消费，这与仅考察某种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消费行为[3][52]相比，
更有助于发现恐慌消费影响机制的普适性。
方法上，当前研究使用大数据方法从群体层面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的心
理特征，为以往个体层面的研究结果提供补充和支持。在以往的突发公共危机研
究中，自我报告法是考察公众的心态和行为的常见方法[34][54]。大数据使用客观指
标为研究大范围人群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优良的心理窗口，因此近年来在幸福
感、心理健康、物质使用、行为健康、行为改变和工作效率等诸多心理学领域得
到使用[36]。
实践上，当前研究中稀缺-控制感-恐慌情绪-恐慌消费的模型，为突发公共
危机，特别是公共健康危机、事故灾难等高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的社会管
理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价值。首先，在公共行为管理中，要注意引导公众理性行为，
倡导健康社会心态。例如，在和民众的风险沟通中，政府、媒体或专家等主体在

描述风险事实时，需要注意如何降低或避免引起人们的稀缺感，如提高信息供应
和物资供应的透明度，从而避免对其后续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也可以引导公众提升控制感，如引导民众加强自我肯定[55]，创造更加有秩序和公
平的外部系统和环境、实施有力的惠民政策等对控制感进行补偿[22][56]。其次，在
舆情管理中，我们需要注意舆情中与公众稀缺感和控制感相关的信号，当这些信
号出现时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合理引导，以减轻和避免后续的恐慌情绪和不
理性行为，以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公共秩序。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研究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首先，未来可以采用助推(nudge)的方
式 进行改变稀缺或控制感的现场试验，通过改变信息沟通或信息传递中的某一
设置或合理设置选择架构，降低人们的稀缺和控制感，从而减少恐慌消费。
其次，当前对稀缺的考察主要是产品稀缺(product scarcity)，还有一种稀
缺表现为缺少接近和获得商品、服务或资源的资本(如财务、社会、文化、时间)，
即资本稀缺(resource scarcity)，而二者对消费者决策过程(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s 有不同但又交互的影响[9]。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继续考察资本稀缺对恐
慌消费的作用，以及其与产品稀缺对恐慌消费的影响。
第三，当前研究发现的控制感和恐慌情绪在稀缺对恐慌消费影响中的链式中
介仅存在于容易引起高风险感知的突发公共危机中，而在飓风等低风险感知的突
发公共危机中不成立。未来研究应继续考察稀缺影响恐慌消费在后者中的心理机
制，以为突发公共危机的精准管理提供更多参考。
第四，在测量指标上，研究一的大数据研究借鉴文化心理学中“心外之物”
的方法[38]，使用包含客观稀缺和恐慌消费相关关键词的信息数作为测量客观稀缺
和恐慌消费的客观指标，它能在群体层面反映人们对特定事件的行为表现。未来
如果有条件获得直接的数据，如国家统计局、相关部委或电商网站统计的客观数
据，可以进一步更加直观地测量客观稀缺和恐慌消费。
最后，关于恐慌消费的测量。当前研究对个体恐慌消费的直接考察是通过设
置具体的消费情境让参与者说明他们会怎么做来实现的，以更真实地测量人们的
消费决策[58]。相比于使用李科特式主观自评题目的测量方法，如前人研究恐慌消
费使用的“我实际购买的产品比我应该买的要多”[5]，“我买了我不需要的东
西”[59]，或其他新冠疫情相关文章中使用的“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转发这条新
闻”[60]，本研究让参与者对每一问题回答具体的数值、时间点等，更接近行为的
测量。但即便如此操作，它和现场发生的“消费行为”（如直接让参与者购买大
量物品，让参与者来实验室排队，或者让参与者出钱购买商品）仍有一定差距，
未来研究在实验伦理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现场研究真实的恐慌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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