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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自我决定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人类认知动机理论。人类在从事活动中追求胜任感、自主性和

归属感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并把从事活动的动机看作以外在调节和内在动机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 ,以

此来划分不同内化程度的动机水平。外在动机内化的程度是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支持程度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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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时间较长 ,并形成

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动机研究大体上经

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即本能理论时期、驱力理论时

期、认知理论时期。本能理论关注人类行为的本

能力量 ;驱力理论则强调体内平衡、需要满足对行

为的动机作用 ;七八十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使

动机心理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充分关注

了人类认知信念对人类行为的调节和支配作

用[1 ] ( P26 - 31) 。伴随着动机流派的发展 ,对动机结

构区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认知心理学者先后

用不同的分类来描述这一结构 :如趋向成功的动

机和回避失败的动机 ;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的内

驱力、附属内驱力来描述成就动机 ;外部动机、内

部动机的划分也是普遍认可的分类方法。人们在

普遍认可这种二分法或三分法的动机分类的同

时 ,也对动机由外部向内部的转化趋势以及动机

转化过程的动态发展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近

发展起来的自我决定论 ,把动机看作以外部调节

和内部动机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 ,以此来划分不

同内化程度的动机水平 ,对动机由表层向深层转

化 ,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进行研究。

一、自我决定论的内容

“自我决定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Deci Edward

L . 和 Ryan Richard M. 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

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

论。”国内研究者刘海燕、闫荣双、郭德俊[2 ] ( P1115 -

1116)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源自美国心理学家 Deci 和

Ryan 的自我决定动机的含义和分支理论。他们

认为“自我决定是一种关于经验选择的潜能 ,是在

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 ,个体对

行动所做出自由的选择。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

有机体 ,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自

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人们从事感兴趣的、有益

于能力发展的行为 ,这种对自我决定的追求就构

成了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唐本钰[3 ] (2002) 对

自我决定理论认识如下 :“自我决定论是基于人的

自我决定需要的一种认知动机理论 ,它强调自我

调节在动机过程中的作用。”Deci (1985) 认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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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 ,而且是个体的一

种需要。人们具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

倾向性 ,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感兴趣的、有益

于能力发展的活动 ,从而实现与社会环境的灵活

适应。自我决定论关注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

自愿的或自我决定的 ,强调自我在动机过程中的

能动作用 ,重视个体的主动性与社会情境之间的

辩证关系。

自我决定论包含着四个分支理论 ,即认知评

价理论、有机整合理论、归因定向理论、基本心理

需要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阐述了社会背景对人的内在动

机的影响 ,它把不同的动机与背景成分的类型联

结起来 ,描述了作为自主支持 (信息) 、控制和无动

机的背景成分。张剑、郭德俊[4 ] ( P545 - 550) 等对不

同性质的外部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阐

释 ,认为“信息性的事件促进个体内在的因果知觉

与胜任感 ,由此提高个体内在动机的水平 ;控制性

的事件产生的是一种压力 ,提高个体外在因果知

觉的水平 ,降低自主的感觉 ,从而削弱内部动机 ;

去动机事件意味着无效的事件 ,经历着去动机的

个体产生无胜任力的感觉 ,这种感觉削弱内部动

机。”

有机整合理论主要探讨了外在动机的类型和

促进外在动机内化的条件[5 ] ( P119 - 142) 。有机整

合理论根据个体对行为的自主程度分成外在调

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四种形式 ,不

同类型的外在动机其控制与自主的程度是不同

的。在一些研究中[6 ] ,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被称

为控制性动机 ;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在动机被

称为自主性动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是不同类

型的动机 ,外在动机处于自我决定程度的连续体

上。有机整合理论提出了一个动机内化的重要概

念 ,这里的内化指的是个体对外在价值的吸收并

试图将社会赞许的道德态度和要求转化成为个体

赞同的与自我价值相结合的过程。

因果定向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对有利于自我决

定的环境进行定向的发展倾向。该理论描述了自

主支持、控制行为或者无动机趋于社会环境这三

种定向方式 ,强调允许来自个人定向经验和行为

预测的个体差异。Deci & Ryan (1985) 认为个体

身上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因果定向 ,即自主定向、控

制定向和非个人定向。不同因果定向水平的人具

有不同的人格特点 :高水平自主定向的人富有创

新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寻求有趣的和有挑战

性的活动 ;高控制定向的人会把财富、荣誉和其他

一些外界的因素看作极端重要的事情。非个人定

向的人从来不进行规划 ,并且墨守陈规 ,随波逐

流。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解释了基本心理需要的涵

义以及心理需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5 ] 。自我决

定论认为每个个体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发展的需

要 ,这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 :自主需要、能

力需要和归属需要。自我决定论中动机内化和基

本心理需要的关系尤为密切 ,其核心认为动机内

化的程度是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函数。基本

心理需要的观点已经成为自我决定论许多重要假

设建立的基础。

二、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研究

(一)内在动机与自我决定

自我决定论强调人类动机的重要程度是由有

机体内在的需求而不是由外部因素提供的。自我

决定论强调个体需求与环境作用相互匹配 ,人类

有机体一直在争取能力感、自我决定感和与其他

人归属感 ,并且要满足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这

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这种动机的过程被看作是

内在的 ,而不是学习或被影响的 ,但是它能在环境

中由自主支持、能力支持、和人际支持功能培养。

自我决定论以个体的内在动机概念为出发

点 ,把这个概念看作原型的自我组织状态 ,在这种

状态中 ,个体努力迎接环境的挑战 ,仅仅是为了从

这种努力中体会到一种满意感。严标宾 ,郑雪等

研究者通过对内在动机与“流”的研究认为“内在

动机包括认知与情感的成分 ;自我决定、胜任感是

内在动机的中心成分 ;兴趣与兴奋、快乐、惊讶和

有趣是伴随内在动机激发的认识活动过程中所产

生的情感体验 ;对人物深深卷入时的‘流’是内部

动机的情感状态。‘流’被描述为一种活动中最适

宜的卷入体验 ,他们在活动过程中将会感觉到强

烈的兴趣和适应感并可能会忘掉时间和自

我。”[7 ] ( P94 - 99)而且 ,他们认为内在动机表达并且

代表了个体的内部“机体成长过程”,因为在个体

长期扩展其兴趣和履行其承诺的生活中 ,自我决

定的状态最有可能出现。

(二)内在动机与基本心理需要

内在动机行为以个体需要感到胜任和自主为

基础。指导这一工作的超理论假说是 :心理需求

的满足会成为内在动机的促进条件 ,而当条件阻

·241·



碍心理需求时将破坏内在动机。凡是能满足人们

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的环境都能够增强行为的内

在动机。根据认知评价理论“人们在体验到成就

或效能的同时 ,还必须感觉到行为是由自我决定

的 ,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对内在动机有促进

作用。在任务的完成中 ,诸如威胁、最终期限、指

令、压力性评价和强制性目标等都对内在动机有

削弱作用。而选择感情上的认可和自我决定的机

会可以增强个体行为的内在动机。”[2 ]国外研究发

现[9 ] ( P890 - 898) ,那些具有自主支持性的教师与具

有控制性的教师相比 ,更能促进学生产生强烈的

内在动机、好奇心和迎接挑战的欲望。接受控制

性教育方式的学生不仅容易丧失学习主动性而且

当进行概括性和创造性学习时 ,学习效果比预期

的要差得多。归属需要也与内在动机有关系。自

我决定论假设存在着一种来自于人际关系方面的

动力。当个体处于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环境里

时 ,会出现更多的内在动机行为。研究表明 ,如果

孩子对母亲形成安全依恋时 ,在内在动机支配下

的探索行为会有所增加。而那些感觉教师对自己

冷漠的学生具有低水平的内在动机。当然有许多

内在动机行为在人际隔离时也完成得非常出色 ,

尽管归属不是激起内在动机的唯一条件 ,但是安

全的人际环境对内在动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

的[5 ] 。

自我决定的研究逐渐开始更多地关注外在动

机的概念。开始 ,对外在动机的研究主要是把它

看作不变的、与内在动机相对抗的控制 ,考虑它是

如何影响内在动机的。后来我们假设 ,外在动机

行为不是不可改变的控制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自

我决定与控制相比能发生变化。为了支持这个假

设 ,自我决定论阐述了不同的外在动机概念并构

建了内化的概念。

(三)外在动机内化

Harter 等人[8 ]将动机划分为内在动机、内化

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化动机是指由外在因素激

发个体对学习活动的意义的内在认同和追求 ,并

成为学习的主导动力。自我决定行为源自于自我

高度整合的动机 ,其中包括内在动机以及高度内

化的外部动机。她认为 ,动机的内化体现了个体

的社会化过程 ,也就是说 ,个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

下 ,起初由外部奖赏所控制的行为由于受到重要

他人的推崇 ,与这种行为有关的态度或信念逐渐

成为个体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是人们主动内化有

助于实现自我决定需要的价值信念或调节方式 ,

使自己的行为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内化性动

机代表了“一种自我知道或自我调节的动机定向 ,

它不同于内化程度较低的外部动机 ,在功能方面

与以对事物或活动本身的好奇或兴趣为特征的内

部动机非常相似”[3 ] 。外部动机的内化过程及内

化程度成为自我决定理论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

自我决定论根据动机内化程度将外在动机划

分为四种水平 ,分别以四种调节方式来表示 :即外

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自我决

定理论进而认为对行为来说 ,外部动机、内摄性动

机、认同性动机和内在动机代表了一个“因果关系

感觉轨迹”的连续体 ,从完全的外部动机向完全的

内部动机变化。这四种动机调节方式构成类型中

动机内化的程度以及与自我整合的程度不同。

“外在调节基本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内化 ,行为动机

主要受外部因素的控制 ;内摄性调节表示个体虽

然通过自我调节从事某种行为 ,但并没有把相关

观念整合为自我的一部分 ,在这一水平的学习动

机支配下的行为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行为 ;认同性

调节是指个体认可了某种行为对自身的重要性 ,

在此基础上调节自己的行为 ,体现了一种较高内

化程度的动机 ;整合性动机是指把认同性动机与

自我的其他方面加以整合 ,体现了一种高度内化

的学习动机。”[3 ]自我决定论认为 ,自我决定行为

来自内在动机的激发 ;外在动机内化水平越高 ,意

味着动机行为与自我整合的程度越高 ,来自外在

动机的行为就越倾向于自我决定。

(四)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动机内化研究

根据 Ryan 等人的学校动机模型 ,只有当社会

情境满足了儿童的三类基本心理需要即胜任需

要、自主需要与归属需要 ,学生才会全力以赴地投

入学习活动。三类需要分别与三种知觉相联系 :

胜任感、自主感和归属感。

(1)自主支持与动机内化

在动机的内化过程中自主支持的研究侧重于

学习环境本身。自我决定理论家认为自主支持任

务学习者选择的准备一直与完成任务的内在动机

增长水平相联系 ,年幼儿童和大学生样本中也发

现学习者感觉的认同是与较高的内在动机水平相

互作用的重要因素。而外在奖励却降低了内在动

机。学校一直将儿童的知觉、学校/ 环境因素、父

母的资源、态度和卷入 ,与帮助学校和家庭创造允

许自我决定及内在学习动机的分析和目标相结

合 ,而那些被忽略的内在渴望 ,将导致儿童更多的

创造性学习经验。研究[9 ] [10 ] ( P143 - 154) 证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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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背景环境与心理健康功能相联系 ,而控制

环境一直与精神病理学相联系。父母的自主支持

也影响儿童的价值定向 ,高自主支持与从属关系

和生成定向相联系而远离更多的物质定向。教师

自主支持与学生的内在动机、自信和自尊紧密相

关。在研究父母对儿童的学校关系调节和表现的

影响特点方面 ,研究者[10 ]评估了不同父母类型的

维度关系 (自主支持、卷入和组织) 以及各种与儿

童的学业自我调节、学校能力和行为调节相关的

测量结果。用自评法评估自主支持 :父母的价值

(或者无价值) 、儿童思想和行为的自主 ;父母技术

是自主定向 (或控制) ;父母无指导 (或指导) ;和一

般的水平 ,父母是自主支持的 (或控制) 。儿童对

父母的自主支持的自我调节报告和教师评估的能

力和调节相关。自主支持也与成绩相关。另有研

究[11 ] ( P227 - 269)发现“儿童对同伴的自主支持和卷

入的感知是与儿童的能力感、理解控制和自主性

成正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控制策略同样能降低自

主性 ,如惩罚的威胁和语言控制。如果使用很强

的指导性语言和威胁控制策略 ,就会导致爱的情

感消退 ,降低儿童的自主感 ,问题仍作为策略支持

儿童的自主感。”

(2)能力支持与动机内化

自我决定理论家预言能力感是人们自由追求

能力的经历 ,但是那些感觉也能被环境支持或阻

碍。最大化的努力有益于内在动机 ,然而 ,它必须

是既不是简单到缺乏挑战也不是超过了个人能力

所能完成的。如果个人认为任务处于最佳挑战领

域 ,那么能力需求被满足 ,并且内在动机增强。国

外研究者[12 ] ( P145 - 172) 证明了儿童和成人对最佳

挑战任务经验的偏爱。儿童愿意选择稍微超过他

们能力的任务 ,当儿童从事最佳挑战任务时 ,他们

是愉悦的。大学生往往根据成绩得到奖励的情

况 ,选择很大挑战的难题。同时发现只有最佳的

挑战任务才能使学习者对活动感兴趣 ,产生积极

反馈并增强任务的内在动机。

自主性 (或自我决定)和为了获得高水平自主

的能力之间有相似的联系。自主的能力支持促进

个体外在行为动机的内化。而个体在获得能力支

持时“必须有掌握挑战的能力需求 ,否则那些挑战

有可能会控制个体。适当的反馈和最佳挑战的准

备不仅仅是与能力相联系的环境因素 ,环境的组

织也是与能力相关的 ,而且父母的严格规定也与

儿童对成功和失败的理解有关”[12 ] 。

(3)关系支持与动机内化

关系支持具体表现为个体感受到来自团体或

重要他人的情感上的归属或联系交往中的亲密关

系 ,归属感为个体提供一种支持性的社会背景。

国外学者研究认为[13 ] ( P21 - 43) ,“当个体体验到来

自团体或重要他人高的归属感时会自愿地内化其

价值观或调节方式 ;反之 ,当个体与重要他人情感

上出现隔阂 ,或在交往中受其忽视与冷淡 ,他就会

因为感受到低的归属感而对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产生怀疑 ,进而出现情感上的疏离。换句话说 ,归

属感是个体接受他人信念或价值、实现动机内化

的必要条件。”能满足个体归属需要的人际关系必

须具有能使个体知觉到自身利益受到他人关心 ,

自己被他人喜欢这样的特点。

国外学者对学校教育中关系支持和学生归属

感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对教育实践具有很大的

指导作用。师生关系研究[14 ] ( P571 - 581)显示 ,教师

与学生之间关注和理解的情感表达、心理相融的

表现程度决定了儿童感受到能力需要、自我决定

需要 ,特别是归属感需要满足的程度。儿童受到

教师策略上的指导、或学业成就中努力实现教师

的期望 ,这种良好的归属感使他们有可能付出更

大的努力和毅力投入学习活动。儿童对课堂的归

属感研究[13 ]表明学校动机和学业成就期望与儿

童对课堂的归属感紧密相连 ;学生感受到的教师

和同伴支持与情绪压力呈负相关 ,与学业兴趣呈

正相关 ;教师的支持也会使学生形成积极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教师与同伴对儿童的支持研

究[15 ] ( P352)表明 ,来自教师的积极支持能使学生

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和动机状态。即使学生的成

绩很不理想 ,只要他们能感受到老师的关心 ,他们

仍然会保持学习的积极性 ,并付出努力。相反那

些情感上受到忽略、自尊心受到打击的学生很难

对学习活动产生兴趣。

　　三、自我决定理论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 自我决定理论及其基本心理需要结构

模型的验证研究受到重视

自我决定论作为一个新近发展起来的动机理

论还有许多待以完善的地方。动机是非常抽象的

心理概念 ,而且人类的动机行为具有复杂性。自

我决定论把人类某种单一的社会需要 —自我决

定 ,看作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 ,这夸大了自

我决定动机的作用而忽视其复杂性[2 ] 。到目前为

止 ,关于自我决定理论有机辩证元理论的观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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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争论当中 ,不少研究者对三种心理需要的真

实性与普遍性还存在疑问[12 ] 。虽然一些学者在

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研究建构了一

些理论模型[16 ] ( P271 - 360) ,已有一些研究对其中的

部分模型进行了证实 ,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发展时

间较短 ,还存在理论上的质疑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

实证研究为新模式的建构提供支持材料。

(二) 心理需要与动机内化的辩证关系和中

介机制有待于实证探究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外部动机内化的程度是基

本的心理需要得到支持程度的函数。它主张通过

检验个体所处的环境对能力、自主与关系需要的

支持与削弱的程度来解释个体的行为。但此理论

又认为内在激发的活动并不一定指向这些需要的

满足 ,指向这些需要的动机又不一定是内在激发

的。内化是个体通过自我调节对外在价值的吸

收 ,但是对于通过环境支持作用如何促进动机内

化研究较少 ,同时有关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还没

有科学的阐释 , 自主等基本概念也受到了质

疑。自主支持情境下特质性的动机与情境性动机

的交互作用 ,以及需要对情境与动机的中介性机

制 ,学习环境本身的自主支持促进内化发生的中

介机制还不是很清楚[4 ] 。

(三) 动机内化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动机内化

的理论指标构建

外在动机的内化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以往的

道德内化、价值内化、学习方法内化研究较多。特

别是国内外对道德内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自

我决定论对于动机内化的研究认为“儿童把自己

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被推崇的价值越是充分地整合

到自己的信念体系中去 ,他们就越会把那些被社

会所认可的行为感知为自我决定的。”[3 ]动机内化

的程度是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函数 ,对于个

体动机内化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以

及“外在价值观完全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3 ]动机

内化的理论指标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揭示。

(四) 动机定向与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

逐渐扩展

内、外动机定向是指由于儿童的能力知觉和

控制知觉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内在需要和外在诱

因的定向和指向情况 ,包括内在动机定向、内化动

机定向和外在动机的定向。动机定向直接影响儿

童的学习成就状况[17 ] ( P268 - 271) 。以往对学业成

绩、能力知觉、控制知觉和动机定向之间关系的研

究 ,对揭示学生学业成就状况的发展变化规律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外学者[18 ] ( P97 - 110) 又陆续

进行了跨文化背景下文化定向与主观幸福感、人

际线索对动机定向的影响等探讨 ,这也意味着动

机定向与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在逐渐扩展 ,

并且会出现更多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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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BAO Zhan - guang ,ZHAN G Xiang - kui

(College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was human beings’cognitive motivation theory which is recently developed. The people

engaged in the activity pursue three kinds of basic psychology which needs i. e. , feeling of competence ,autonomy and related2
ness ,and it views the motivation to regard the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s continual bodies of two ver2
tices ,People divides the different internalization degree of motivation level by it . The degree of external motivation internalization

is function on the basic psychology which needs to obtain the degree of support .

Key words : self - determinat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external motivation ;internalize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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