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阶层差异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支配倾向视角
作者：乔志宏 郑静璐 宋慧婷 蒋盈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该文稿的核心概念上模糊不清。如，在文稿的第一自然段“职业性别隔离指的是男性和女性
不成比例地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某一职业员工
人数按照其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金字塔形，越往上，职位所需的技术、责任，以及地
位和收入越高，女性所占比例也越低。”前一句是指某一职业中的男女比例不一致， 而后一
句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能举例说明？前后两句之间是什么关系？
回应：
修改后的文章第一自然段中已经对“职业性别隔离”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以期可以更好地说
明这个概念。“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女性”职业（e.g.护士）和“男性”（e.g.
工程师）职业的现象，它突出地表现为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
中的比例不一致。某一职业人群按照其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阶层金字塔形，越往上，
职位所需的技术、责任，以及地位和收入越高，那么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越往阶层金字塔的
上方走，女性所占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
意见 2：
第一个研究中，作者对六类职业选取的依据及其理由不够充分
回应：
感谢专家耐心的审阅，本研究确实在研究过程中，对职业选取的标准有所变化。在研究一的
进行过程中，在制定问卷时，我们在 24 类职业中选择的标准是二分之一（9 位心理学研究
生中 5 人及以上）的人选择，根据这个标准，选择了 12 类职业成为问卷的选项。问卷数据
收集过程中，在学生填写完问卷之后，我们就这填写问卷的感受对学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询
问，学生反映有些职业并不是那么符合所谓的增加（减少）阶层差异职业，比如外企经理和
大学教授。所以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提高了数据分析时选择职业的标准，即三分之二（9
位心理学研究生 6 人及以上）的人选择的职业才进行分析。所以呈现的是 6 类职业的结果。
这个标准的变化，我们并没有在稿件中进行详细说明，修改后的稿件已经说明了。稿件中出
现的“专家”即指 9 位心理学研究生，原稿件中对于这个的表述前后不一致，导致了评审老师
的误解，修改的稿件中已经改正了。
意见 3：
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应更加恰切，不能过分夸大。 如在“4.3 自我选择+机构选择=职业性别隔
离”部分，作者认为“本研究展示了在职业性别隔离的形成过程中，自我选择和机构选择是如
何成为一个动态整体的”，这种说法欠妥，因为两个研究的被试不同， 研究方法不同，无法
揭示自我选择和机构选择之间的动态关系。整个文稿的文字表达的规范性应进一步提高。附
件中仅举出几个例子供作者参考。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内容和结果谨慎的态度，我们已经对文章进行了整体的修改，包括标题，

文字表述的规范性还有对研究结果的解释等。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文章题目。职业性别隔离包含两层含义：某职业的性别结构不成比例（与全部劳动力人口中
的性别比例相比）
；职级的性别构成不成比例。本文将职业作了增加 vs. 减少阶层差异的划
分，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两类职业的性别隔离，因此，建议将题目限定为“阶层差异职业的性
别隔离”，以更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另外，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大程度上是职业性别隔离的
影响因素探讨，并不能称为是“形成机制”。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内容和结果谨慎的态度，我们也确实认为文章的标题需要进行修改。修
改后的文章将标题改为“阶层差异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支配的视角”，一是
因为职业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有多种，本文是从阶层差异的角度将职业分为增加阶层差异的职
业和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并且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将标题更具体化为阶层差
异的职业；二是将原标题的“形成机制”改成“影响机制”，因为一个社会现场的形成原因是很
复杂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的变量只是从社会支配倾向角度的解释，所以用“形
成机制”未免太绝对。文章内容中，也从影响机制的意义角度进行了较多的修改，以更符合
研究结果的解释范围。
意见 2：
研究内容方面。自我选择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已经有涉及。更有意义的是考
察自我选择和机构选择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共同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整合两个研究的
结果，进而避免两个研究之间的孤立和隔离。在一定程度上，“机构选择”的称谓值得商榷。
虽然文中选择的是机构招聘的情景，但此时的招聘偏见是通过性别偏见起作用，这种性别偏
见与其说是机构的，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即社会性别偏见“选择”的结果。另外，实验一考
察了性别、SDO 和职业选择偏见之间的关系，结合实验二有关 SDO 作用的研究结果，可能
存在性别 SDO 性别偏见  职业选择偏见的路径。作者可尝试在实验一中引入性别偏
见这一变量， 由此，社会性别偏见就可以整合从个人和机构两个角度研究的职业性别隔离
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两个实验结果相隔离的不足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对“机构选择”概念的深入推敲，我们再次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对概念、现象的
反复推敲后，将文章中“机构选择”修改成“社会选择”。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除了个体自我
选择会对职业性别隔离产生印象，还有整个社会中人们的性别偏见和社会支配倾向在影响个
体进入什么样的职业，机构的选择只是雇佣过程中的表象，本质上是人的选择。由于本文中
的 2 个研究，采用的是不同的被试群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是两个研究是孤立和隔离
的；“性别→SDO→性别偏见→职业选择偏见”这样的路径，由于被试样本的不同，在研究一
目前的数据中难以实现引入性别偏见这一变量。这是本文的研究设计中不足的一点，在后续
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这个关系路径。
意见 3：
控制变量。作者在实验一中是否考虑了性别之外的其他人口学变量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例
如，年龄、专业、现实中是否面临职业选择问题等。如果作者收集了这部分人口学变量，建
议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以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周密的思考，本研究设计过程中，因为是大学生群体，比较同质，所以没有考
虑到专业、现实中是否面临职业选择等可能影响被试职业选择的因素，所以在研究中并未收
集这方面的数据，确实是本研究设计方面的考虑不周全之处。
意见 4：
统计方面。
1）所有的回归模型都没有报告 R2 的显著性，这对判断模型有效性很重要，应补充。
2）实验二的 3.4.2 和 3.4.3 为什么不采用研究 1 中用到的 logistic 回归法以充分利用数据，而
是采用卡方检验？仅是因为后者能得到显著的结果吗？
3）实验二为什么没有检验善意性别偏见在 SDO 与招聘偏见中的中介作用？善意性别偏见与
招聘偏见的相关不显著并不意味着这种中介作用一定不存在。
4）每个实验结果的表格可以适当合并，以使内容更精简。
5）补充实验二善意性别偏见对招聘选择作用的分析结果，即使不显著。
回应：
1）由于在统计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 R2 的显著性是一致，所以之前的稿件中只报告了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出于文章的严谨性和规范性考虑，确实需要报告 R2 的显著性的显著性，
修改后的文章中已经补充。
2）在统计方法中，单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和卡方检验在使用中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单因素
的 logistic 回归可以提供更多的统计信息，所以本研究在研究一中使用了 logistic 回归。研究
一中的自变量为性别，这个变量本身是二分变量，即分为男和女，在探讨性别变量对职业选
择（偏好）的影响时，性别的差异是非常清晰和容易理解的。 在研究二中，探讨的是 SDO
和招聘偏见的关系。在 Pratto1997 年的研究中，招聘偏见与被试的 SDO 水平相关不显著。
本研究中，使用 SDO 好招聘偏见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是不显著的，这与前人研究的结果是一
致的。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认为可以进一步挖掘数据，深入分析 SDO 高分组和
低分组的被试的招聘偏见的不同，以期望能进一步地探讨 SDO 和招聘偏见的关系。我们认
为这样的分析也是有意义的，所以将 SDO 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了卡方检验。所以稿
件中没有报告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只是报告了卡方检验的结果。请问，对同一批数据的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也是需要报告的吗？
3）善意性别偏见对招聘选择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善意性别偏见的高分组还是低
分组，都选择更多的女性进入慈善机构，而选择更多的男性进入证券机构。即中介检验中的
b 路径不显著，Sobel 检验的结果(Z =0.574, p ＞0.05)也不显著，即善意性别偏见在 SDO 和
招聘偏见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所以在实验二中就没有继续做善意性别偏见在 SDO 与招
聘偏见中的中介作用。
4）表格已适当合并。
5）已补充。
意见 5：
个别语句还需要更清晰、准确的表达。如，第一部分的第三段“社会支配理论将性别与阶层
角色的交集作为不同性别群体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交集”如何理解？是指交互作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内容和结果谨慎的态度，我们已经对文章进行了整体的修改，包括标题，
文字表述的规范性还有对研究结果的解释等。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这种现象是属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吗？比如，在护士这一职业人群中，金字塔上方女性所占
比例相对于男性在下降吗？再者，女性在某一职业的较高职位所占比例小，而男性所占比例
大，是否属于职业隔离现象？至少从本自然段提供的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定义看，这一现象
不属于职业性别隔离。
回应：
感谢专家耐心的审阅，本文在对“职业性别隔离”这种现象进行界定时说明的不是很清楚，修
改后的文章已更详细地表述。
“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是指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劳动力市场中存
在“女性”职业（e.g.护士）和“男性”职业（e.g.工程师）的现象，它突出地表现为男女在
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进一步结合社会支配理论，
职业并性别隔离现象和阶级差异密切相关，减少阶层间差异的职业更多地为职业性别隔离中
的“女性”职业，而增加阶层间差异的职业则更多地为“男性”职业。在增加阶层差异类型
的职业人群中，按照其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阶层金字塔形，越往上，职位所需的技术、
责任，以及地位和收入越高，那么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越往阶层金字塔的上方走，女性所占
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这就是本文研究的阶层差异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意见 2：
后文中提到“本研究选择性别偏见这个概念囊括了性别的刻板化”
，那这里把“刻板化”和
“性别偏见”并列是否欠妥当？
回应：
已修改。
意见 3：
此话逻辑上不通，请深思！因为对于某些职业而言，男性获得过程也会存在障碍！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谨慎的态度，已经修改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并非只是自主选择就能
获得一份职业，还存在其它因素影响职业的获得过程。
意见 4：
为什么仅仅选用男性被试？研究二是否全部选取男性被试？这一表述以研究二的实际情况
不相符！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内容和结果谨慎的态度，这是表述上的错误，已经修改。
意见 5：
一般习惯称 Y（结果变量）对 X（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请认真核查规范的统计术语。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内容和结果谨慎的态度，这是表述上的错误，已经修改。
意见 6：
为什么没有将被试的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考察性别差异呢？根据社会支配理论，男性较女性表

现出更高的支配倾向，
那这里是否有必要报告一下 SDO 高分组和 SDO 低分组的性别比例呢？
如果 SDO 和被试性别相关显著，那么本研究的结果可能要重新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可能也
会有很大改变，因为 SDO 与招聘偏见的关系可能是由被试的性别所导致的。
回应：
被试的性别在本研究中并没有显著差异，所以并没有在文章中进行报告。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有关“职业性别隔离”的定义。从修改稿第一段看，作者已经明确将“职业性别隔离”限定
为“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那么后面的描
述“某一职业人群按照其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阶层金字塔形，越往上，职位所需的技
术、责任，以及地位和收入越高，那么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越往阶层金字塔的上方走，女性
所占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
，这个跟这个定义有什么关系？跟全文研究内容又有什么关
系呢？另外，1.2 中的第二段首句“职业性别隔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渴望维护自己的优
势地位，阻止女性进入同等地位的阶层角色对他们的优势地位产生威胁的结果”
，这里的“职
业性别隔离”与文首的定义“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
不一致”不一致。总之，修改稿中对关键概念的界定还是不清晰。
回应：
感谢专家耐心的审阅，本文在对“职业性别隔离”这种现象进行界定时说明的不是很清楚，修
改后的文章已更详细地表述。
“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是指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劳动力市场中存
在“女性”职业（e.g.护士）和“男性”职业（e.g.工程师）的现象，它突出地表现为男女在
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进一步结合社会支配理论，
职业并性别隔离现象和阶级差异密切相关，减少阶层间差异的职业更多地为职业性别隔离中
的“女性”职业，而增加阶层间差异的职业则更多地为“男性”职业。在增加阶层差异类型
的职业人群中，按照其责任、收入等因素形成一个阶层金字塔形，越往上，职位所需的技术、
责任，以及地位和收入越高，那么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越往阶层金字塔的上方走，女性所占
比例相对于男性不断下降。这就是本文研究的阶层差异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论文题目似应在“社会支配”后面增加“倾向”，减少题目中的一个“的”。
回应：
已经修改。
意见 2：
社会分层理论对于分层的经典指标为收入、教育、声望、权力。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参考文献，
并且说明，以往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是社会学家的工作，社会心理学家比较重视主观社会分
层认定，较少从性别偏向、权力结构的固化倾向（SDO）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少从二者结合
的角度。因此在讨论部分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贡献。
回应：
已经修改。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这篇论文主要是重覆在美国多年前做的研究，因此整篇论文需要突出创新的部份，并压缩重
覆过去研究的部份。
回应：
已对重复研究部分进行压缩，增加对创新部分的论述。
意见 2：
论文内避免中英夹杂，例如『Logistic 回归』
，SDO 可改为『社支倾向』
。
回应：
已修改。
意见 3：
在 1.2 内，对研究 1 及研究 2 的关系及互补的解释不够清晰，虽要改善。
回应：
已补充说明。
意见 4：
已对重复研究部分进行压缩，增加对创新部分的论述。
回应：
仔细校对后，已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