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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文献回顾 

1.1 第 4 页倒数第一段，所引用的文献主要是关于组织支持如何影响个体。但是我认为，这

里主要需要论证的是组织支持对团队的影响。建议作者考虑一下如何使得文献与研究内容更

加匹配。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所提修改建议，删除了组织支持对个体创造力影响的文献与陈述，换为

与团队创造力或团队研究相匹配的文献，并补充了相应的参考文献。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

样性、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第二段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蓝字部分。 

 

1.2 第 5 页第二段，也存在类似问题。所引文献主要关于组织支持对个体的影响，而不是组

织支持如何影响团队的创造力。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所提修改建议，删除了关于组织支持对个体创造力影响的文献与叙述，

换为组织支持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研究，并补充了相应的参考文献。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

样性、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第二段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蓝字部分。 

问题 1.1 和 1.2 用到的参考文献如下： 

凌文辁, 杨海军, 方例洛. (2006). 企业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心理学报, 38(2), 281–287. 

向常春, 龙立荣. (2010). 团队内冲突对团队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8(5), 781–789. 

Kessel, M., Kratzer, J., & Schultz, C. (2012). Psychological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healthcare team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1(2), 147–157. 

Choi, J. N., & Sy, G. (2010). Group–level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nd conflict in small work grou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1032–1054. 

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 团队心智模型相似性与正确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学报, 46(11), 

1734–1747. 

Harrison, D. A., Price, K. H., Gavin, J. H., & Florey, A. T. (2002). Time, teams, and task performance: Changing 



effects of surface– and deep–level diversity on group functio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029 

–1045.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5), 794–813. 

Lau, D. C., & Murnighan, J. K. (2005). Interactions within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645–659. 

Gibson, C., & Vermeulen, F. (2003). A healthy divide: Subgroups as a stimulus for team learning behavi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02–239. 

Homan, A. C., Hollenbeck, J. R., Humphrey, S. E., van Knippenberg, D., Ilgen, D. R., & Van  Kleef, G. A. (2008). 

Facing differences with an open mi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salience of intra–group differences, and 

performance of diverse work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1204–1222.  

 

1.3  三种组织支持的分类：心理支持和情绪性支持有何关系？为什么需要创造一个概念？

回应：审稿专家的此条建议让我们更深入思考“心理支持”与“情绪支持”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应该说心理支持是比情绪性支持更宽泛的概念。参照 Bhanthumnavin(2003)的分类，把组织

支持划分为三种：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讯息性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和物质

性支持(material support)。从理论和操纵两个层面来看，“情感性支持”更加符合我们对概念

的界定。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用的是“情感支持”这一概念，不再另外创造一个“心理支持”

的概念。组织支持相应地分为三种：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文中所有用到这一概

念的地方都做了相应修改，不再一一标出。 

Bhanthumnavin. (2003).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rom supervisor and group members’ psychological and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in Thai Work Unit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4(l), 79–97.  

 

1.4 第 6 页第一行“团队过程”指的是什么？似乎在这里指的是组织支持。但对于团队而言，

组织支持是输入变量，而非过程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所提的修改建议，本研究中团队过程的确指的是组织支持，由于本

研究中组织支持是由团队组长（实验者）提供的，所以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删除了原稿中

有关“团队过程”的表述，将组织支持作为输入变量来对待和表述。 

 



意见 2： 假设推导 

2.1 将组织支持分为心理支持、物质支持、工具支持三种，但研究假设 1 和假设 2 都遗漏了

物质支持会如何起作用。此外，既然是假设交互作用，那么每一个假设需要严谨表述，需要

阐述清楚交互作用的方向。 

回应：对于本条意见我们做了两点修改 

（1）本次修改我们补充了关于物质支持的研究假设,加上了研究假设 3，并对提出假设

3 的依据做了详细推理。 

物质支持是指关心员工的生活状况和员工利益，奖励劳动等。如，为员工加薪，考虑员

工应得薪水等(凌文辁等, 2006)。如果员工认为组织愿意给自己提供报酬及便利的工作条件，

则员工会产生较强的组织支持感(Shore, 1991)。有研究发现，组织根据团队成员的表现为整

个团队而不是个体提供物质支持，能够使团队成员产生共同感，为了团队的共同目标团队成

员会忽略彼此的差异(Homan, 2008)，从而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具体而言，多样性团队能够

使得团队成员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并对方案进行较全面的评估，从而提高多种办法的可行性。

但物质支持尤其是物质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如何，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徐

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Amabile 关于创造动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认为，物质

奖励会削弱内部动机进而削弱创造力。Amabile 用“迷宫比喻”来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

即在物质奖励面前，个体的目标是尽快走出迷宫，因此会选择最直接和安全的路径（适宜性

高），而创造性想法经常需要深入迷宫找到更多新出口。据此本研究认为物质支持条件下，

团队成员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奖励会以牺牲独创性为代价追求观点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在团队

有共同目标(即只要提供合适方案就给予物质奖励)的情况下，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

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3：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 

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样性、 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之“物质支持”部分以及相

应的参考文献蓝字部分。 

凌文辁, 杨海军, 方例洛. (2006). 企业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心理学报, 38(2), 281–287. 

Shore, L. M, Tetrick, L. E. (1991). A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the 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637–643. 

Homan, A. C., Hollenbeck, J. R., Humphrey, S. E., van Knippenberg, D., Ilgen, D. R., & Van  Kleef, G. A. (2008). 

Facing differences with an open mi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salience of intra–group differences, and 

performance of diverse work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1204–1222.  



徐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 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9), 1419–1452. 

 

（2）关于交互作用的假设，本次修改我们规范了假设，清楚地说明了交互作用的方向

（除研究 3 外，还有研究假设 1 与研究假设 2）。补充了提出假设 1 和假设 2 的实证基础与

逻辑思路。具体表述为： 

在工具支持条件下，与专业同质团队相比，专业异质团队成员更可能超越学科界限，促

进观点的交流和视角的融合，重组有效互利方案，合作性地参与任务冲突相关的建设性讨论

和争论(向常春, 龙立荣, 2010)；专业异质团队能够促进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为团队成员提供

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提高团队产生新颖想法的能力(Kessel, Kratzer & Schultz, 2012)。以往

有研究认为强断层团队会因为亚群体间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方法不一致而产生更多的冲突，阻

碍亚群体间的信息沟通和合作(Choi & Sy, 2010)。工具支持则为团队提供了共同目标以及达

到目标的方法，使团队成员有共同的愿景（即团队成员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愿景

能够直接促进团队创造力(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因此，工具支持在存在专业异质和强

断层团队中都能够整合多样化的信息，进而能有效提高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为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1：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工具支持条件下专业异质

团队与强断层团队的独创性显著高于专业同质团队与弱断层团队。 

情感支持也称社会情感支持，是指情感鼓励和促进沟通，旨在创造和谐的团队气氛，缓

解关系冲突，提高团队凝聚力，增强成员心理安全感。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和建设性的关系冲

突能够促进团队成员的社会连接，缓解成员差异对沟通的不利影响，进而促进团队创造表现

(Kessel, et al, 2012)。专业异质团队主要涉及任务冲突，而情感支持主要是缓解关系冲突，因

此对专业异质团队的作用不明显(向常春, 龙立荣, 2010)。当团队成员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或社

会身份上是多样的，尤其当形成断层时，根据社会类化理论，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感知会降低

团队凝聚力(Harrison, Price, Gavin, & Florey, 2002)，导致团队成员间的关系冲突。且群体断

层强度越大，亚群体间冲突越激烈，行动的一致性越差，关系冲突的负面影响被放大 (Li & 

Hambrick, 2005)。一方面，强断层团队成员倾向于更积极地评价自己所处的亚群体，表现出

更高的心理安全感以及更高的满意度(Lau, Murnighan, 2005)，确信亚群体内其他成员会给予

自己支持，所以彼此间更愿意分享观点，更自信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表现出更积极的学

习行为(Gibson & Vermeulen, 2003)；另一方面，由于亚群体间的对比和分化明显，亚群体成

员间冲突会增多。白新文等（2014）指出，当团队的建设性氛围较强时，成员能在接纳不同



观点的同时避免负面情感冲突，从而有效利用认知多样性，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高。情感支

持能够弥补由类化带来的心理冲突，使强断层团队更充分地发挥团队成员的信息优势，表现

出更高的团队创造力。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2：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显著，当团队异质性增强形成断层时，情感支

持的作用凸显，起到与工具支持同样的作用，即强断层团队在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条件下独

创性显著高于弱断层团队。 

向常春, 龙立荣. (2010). 团队内冲突对团队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8(5),781–789. 

Kessel, M., Kratzer, J., & Schultz, C. (2012). Psychological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healthcare team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1(2), 147–157. 

Choi, J. N., & Sy, G. (2010). Group–level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nd conflict in small work grou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1032–1054. 

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 团队心智模型相似性与正确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学报, 46(11), 

1734–1747. 

Harrison, D. A., Price, K. H., Gavin, J. H., & Florey, A. T. (2002). Time, teams, and task performance: Changing 

effects of surface– and deep–level diversity on group functio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029 

–1045.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5), 794–813. 

Lau, D. C., & Murnighan, J. K. (2005). Interactions within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645–659. 

Gibson, C., & Vermeulen, F. (2003). A healthy divide: Subgroups as a stimulus for team learning behavi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02–239. 

 

2.2 假设 1 认为，只有在工具性支持条件下，团队异质性才有利于促进团队创造力。而心理

支持的作用不会凸显出来。但据我理解，心理支持（即相互尊重、鼓励创新的团队氛围）也

可能有利于团队有效利用多元化背景。然而，在假设推导过程中，我并没有看到很强的逻辑

推导，为何心理支持不能提高团队创造力。 

回应：关于审稿人对研究假设 1 的疑问与建议，我们做出两点解释及改进。 

首先，诚如审稿人所言，心理支持（本次修改命名为“情感支持”）的确有利于团队有效

利用多元化背景，实验 2 就证实了审稿人的看法和推导是完全正确的。实验 2 结果证实，情



感支持与工具支持在强断层团队中有效地促进了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在分析原因时，本研

究指出，在强断层团队中情感支持能有效地缓解关系冲突，弥补情感裂痕。尤其是在有群体

共同目标的情景中使得亚群体中正面的积极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因而促进了团队创造力。 

其次，可能审稿人疑问，为什么在实验 1 中情感支持不能像工具支持一样促进团队创造

力。本研究实在交互作用视角下来开展研究的，即从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的角度

分析团队多样性的作用，着重于分析怎样的团队多样性与什么样的组织支持相配合有利于团

队多样性作用的发挥。其实践意义是，如何针对不同构成的团队提供不同性质的组织支持。

在研究中要想提出具有明确方向、建立在坚实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研究假设需要理论和实证研

究结果的支持。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本研究涉及的多元化背景有两个，一个是信息加工视角

的，另一个是社会分类视角（性别、年级）的多样性。已有研究发现，促使信息多样性发挥

的最好支持是工具支持，工具支持的重要作用是建立了相互交流和分享知识的平台（Choi & 

Sy, 2010 ；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Kessel, Kratzer & Schultz, 2012）。而

情感支持在既有专业异质性又有性别、年龄形成的强断层团队中发挥作用。 

第三，交互作用的假设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很可能，并不是“情感支持不能提高团

队创造力”，而是在专业异质性条件下，情感支持不像工具支持那样强有力地促进团队创造

力。 

Choi, J. N., & Sy, G. (2010). Group–level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nd conflict in small work grou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1032–1054. 

Van Knippenberg, D., De Dreu, C. K. W., & Homan, A. C. (2004). Work group diversity and group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9, 1008–1022. 

Kessel, M., Kratzer, J., & Schultz, C. (2012). Psychological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healthcare team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1(2), 147–157. 

 

2.3 假设 2 认为团队断层会影响团队创造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假设。但就我看来，

还需要在文献回顾部分介绍如何判断团队断层是否出现。再有，有许多研究者提出，团队断

裂存在不同类型。比如，Bezrukova 等(2009)将团队断裂带分为基于社会分类视角的断裂带

和基于信息加工视角的断裂带。Carton 和 Cummings(2012)则认为，团队断层有三种不同类

型（separation–based faultlines，variety–based faultlines 和 disparity–based faultlines）。不同断

裂带，其形成基础是不同的。对于你们的研究而言，我认为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团队断裂

的操纵是依据什么标准？第二，团队断裂的操纵和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即信息决策理论和



社会类化理论之间是什么对应关系？第三，为何团队断裂带的存在有利于团队创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所提的修改建议以及此处为我们提供的非常价值的两篇文献，本条

建议促使我们全面反思我们的实验设计和实验程序。在认真阅读这两篇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本研究，修改稿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现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团队断裂的操纵依据。修改稿在表述中认真分析了 Bezrukova 等(2009)与 

Carton 等(2012)对群体断层的认识，认为 Bezrukova 等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人员构成的依

据，即本研究团队的组成根据信息与社会分类两个标准进行；Carton 等强调断层的心理含义，

这个研究提示我们，必须有对团队成员进行关于断层意识的激活。据此本研究在两个方面操

纵了群体断层，一是结合信息加工视角和社会分类视角，根据成员的专业（信息）、性别、

年级（社会分类的）这三个方面的特征组成团队；二是对断层意识进行激活。本研究在 Homan

等(2007)的断层激活方法基础上，分两步充分激活团队成员的断层意识。首先，主试告诉被

试，甲乙两位男生是同级同专业的，并把他们安排到临近的位子上，丙丁两位女生是同级同

专业的，把他们安排到与甲乙相对的临近位子上。大家彼此熟悉之后，甲乙一组，丙丁一组，

完成做动作猜词语的游戏，每组时间为 10 分钟，猜对词语数较多的组可以获得一张 KTV

唱券。本研究在实验操纵部分详细介绍了断层的激活。对是否有效地激活了断层意识研究随

后进行了操纵的有效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断层的操纵是有效的。 

详见 4.1.4 实验操纵蓝字部分。 

Homan, A. C., Van Knippenberg, D., Van Kleef, G. A., & De Dreu, C. K. (2007). Bridging faultlines by valuing 

diversity: diversity beliefs,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diverse work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5), 1189–1199.  

第二，团队断裂的操纵和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即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类化理论之间的

对应关系。专业对应信息特征，属于信息决策视角的分类；性别和年级是社会身份，对应社

会类化视角的分类。这 3 个特征同时体现在每一个被试的身上，构成不同强度的群体断层团

队。 

第三，为何团队断裂的存在有利于创新。本研究中的断层是由专业和性别、年级构成的。

弱断层团队成员处于一种“闲散”状态，团队凝聚力较差，团队认同感不强，大量的知识和信

息只能分散在单个个体的头脑中，无法有效整合成为群体的认知资源, 也就无法提高决策的

质量 (韩立丰, 王重鸣, 许智文, 2010)。研究发现，与弱断层团队的成员相比，强断层团队

的成员更倾向于积极地评价自己所处的亚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安全感以及更高的满意度

(Lau, Murnighan, 2005)，确信亚群体内其他成员会给予自己支持，所以彼此间更愿意分享观



点，更自信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表现出更高的学习行为(Gibson & Vermeulen, 2003)。另

外，本研究强调共同目标，有共同愿景（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亚群体并不完全对

立，相互之间有沟通和合作的余地，群体成员能够通过讨论比较各种可能的方案, 以一种更

广阔更开放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此强断层团队创造力更高。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样性、

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第三段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蓝字部分。 

韩立丰, 王重明, 许智文. (2010). 群体多样性研究的理论述评–基于群体断层理论的反思, 心理科学进展, 

18(2), 374–384. 

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 团队心智模型相似性与正确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学报, 46(11), 

1734–1747. 

Lau, D. C., & Murnighan, J. K. (2005). Interactions within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645–659. 

Gibson, C., & Vermeulen, F. (2003). A healthy divide: Subgroups as a stimulus for team learning behavi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02–239. 

 

意见 3： 组织支持的操纵 

3.1 心理支持的操纵：在我看来，所操纵的实质上是团队氛围。团队氛围一般被认为是团队

过程（或者团队情感状态）变量，而在团队运作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团队特征。而组织支持一

般被认为是团队输入变量。从这一点看，这里操纵的心理支持，是否能够被称为组织支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本此修改中我们首先将心理支持命名为情感支持，使之更

容易操纵；其次，情感支持作为一种组织支持，一般而言是组织者提供的，本研究中情感支

持就是由主试即团队的组长来提供；第三，作为一项实验研究，完成任务时间一般较短，很

难自始至终使团队涌现出一种过程性的氛围，正如审稿人在 1.4 中建议的那样，在某种程度

上只能是组织者输入一个变量，而不是活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变量，只要让团队成员感受到

组织者的情感支持就是操纵成功了，因此，将其作为一个输入变量看待可能更合适些。 

 

3.2 物质支持的操纵：作者也提到，“由于实验任务是提出观点或想法，需要完成的任务不需

要特殊信息”。既然不需要物质支持，是否意味着就不需要探讨其影响了？此外，从物质支

持的变量操纵来看，这实质上是基于团队创造结果的奖励，是对团队绩效考核方式，而非对

团队从事创造活动过程的支持，这能称为组织支持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对此修改稿做了两点修改和完善。 



（1）首先，原稿中“不需要提供特殊信息”等的陈述有误，修改稿删除了这类表述。然后，

对物质支持的概念做了介绍，物质支持也包括“关心员工生活状况、利益、奖励劳动，为员

工加薪，考虑员工应得多少薪水等”(凌文辁, 杨海军, 方俐洛, 2006)。最后，给出本研究以

提供报酬的方式：给予及兑付代币。 

（2）物质支持的操纵是否是一种组织支持还是一种成绩考核方式。本研究中组织支持的

概念是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促进团队创新的支持性管理措施(徐晓锋, 车宏生, 林绚晖, 张继

明, 2005)。也就是说只要是组织提供的、支持性的管理措施理论上都可以称之为组织支持。

其次，从这一变量的操纵过程来看，在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一提出好的想法，组织者就给予

代币作为奖励，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对团队创造过程的支持，而非对结果的奖赏。所以，我们

仔细斟酌后还是将其定义为一种组织支持。 

凌文辁, 杨海军, 方例洛. (2006). 企业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心理学报, 38(2), 281–287. 

徐晓锋, 车宏生, 林绚晖, 张继明. (2005). 组织支持理论及其研究. 心理科学, 28(1), 130–132. 

 

意见 4： 实验 1 和实验 2 

4.1 实验 1 中，既然团队同质性高的团队由同一专业学生构成，成员的熟悉程度是否有差异？

是否控制了这一因素？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实验中进行了控制，控制措施是：为了最大可能避免熟悉

程度的影响，本研究中同一专业的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班级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宿舍，没有一

起共同活动的经历。修改稿补充了对这一控制的说明。具体修改见“3.1.4 实验操纵（1）实

验分组”蓝字部分。 

 

4.2 针对被试提到的每一条点子，在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三个指标上，都同时由 4 个评

价专家评分吗？可以想象，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回应：是的。为了保证评分的科学性、有效性，被试提到的每一条点子都同时由四位评价专

家在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三个指标上进行评分。我们小组近年来主要从事创造力的研究

工作，对创造力评价掌握得比较熟练。 

 

4.3 实验任务最好放在前面介绍，以方便读者更好理解变量操纵和测量，并判断操纵和测量

的适宜性。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已将实验任务放在变量操纵和测量前介绍，修改见 3.1.3



实验任务和 4.1.3 实验任务。 

 

4.4  变量操纵的检验：变量操纵有效的理想结果是，某一变量的操纵只影响其相对应的结果。

团队异质性也是变量之一，对团队异质性的操纵是否会影响组织支持感？建议检验一下，即

采用二因素方差分析，能够的结果是团队异质性的主效应，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此外，如何证明团队异质性（实验 1）和团队断层（实验 2）的操纵也起到了效果？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修改稿补充了相应的信息，实验 1 与实验 2 实验操纵检

验。 

实验 1 操纵有效性检验  组织支持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提供某种组织支持时，被试对

该种组织支持感受性分数与另外两种组织支持的感受性分数来检验。由于团队异质性也是变

量之一，还要证明团队异质性的操纵不会影响组织支持感，因此对每种组织支持下的三种组

织支持感和异质性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提供工具、情感和物质支持时，组织支

持感的主效应显著(p<0.05, η
2
=0.34)，而异质性的主效应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提供工具支持时，F（2,159）=5.32，p<0.01，η
2
=0.38，工具支持感(M=4.68, 

SD=0.67)显著高于情感支持感(M=1.13, SD=0.75)和物质支持感(M=1.03, SD=0.64)，后两者差

异不显著；提供情感支持时，F（2,159）=5.07，p<0.01，η
2
=0.34，情感支持感(M=4.58, SD=0.77)

显著高于物质支持感(M=1.08, SD=0.65)和工具支持感(M=1.13, SD=0.74)，后两者差异不显著；

提供物质支持时，F（2,159）=5.16，p<0.01，η
2
=0.35，物质支持感(M=4.55, SD=0.87)显著高于

情感支持感(M=1.07, SD=0.75)和工具支持感(M=1.15, SD=0.84)，后两者差异不显著。以上结

果证明实验操纵是有效的。 

详见 3.2 实验操纵有效性检验蓝字部分 

实验 2 操纵有效性检验  组织支持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提供某种组织支持时，被试对

该种组织支持感受性分数与另外两种组织支持的感受性分数来检验。由于断层也是变量之一，

还要证明断层的操纵不会影响组织支持感，因此对每种组织支持下的三种组织支持感和断层

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提供工具、情感和物质支持时，组织支持感的主效应显著

(p<0.05, η
2
=0.36)，而断层的主效应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提供工具支持时，F（2,75）=3.95，p<0.05，η
2
=0.42，工具支持感(M=4.65, SD=0.64)显著高

于情感支持感(M=1.13, SD=0.75)和物质支持感(M=1.05, SD=0.66)，后两者差异不显著；提供

情感支持时，F（2,75）=3.93，p<0.05，η
2
=0.41，情感支持感(M=4.55, SD=0.76)显著高于物

质支持感(M=1.07, SD=0.75)和工具支持感(M=1.12, SD=0.73)，后两者差异不显著；提供物质



支持时，F（2,75）=3.86，p<0.05，η
2
=0.38，物质支持感(M=4.54, SD=0.77)显著高于情感支

持感(M=1.17, SD=0.75)和工具支持感(M=1.05, SD=0.84)，后两者差异不显著。由此证明实验

操纵是有效的。 

    具体修改见“4.2 结果与分析”蓝字部分。 

此外，分别用自编的题项检验团队异质性和团队断层操纵的有效性。具体修改见“3.1.5 

实验测量(1)团队异质性操纵有效性测量”部分及“4.1.5 实验测量”的蓝字部分。 

 

4.5  建议采用条形图来展示交互作用，而不是折线图。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已将交互作用的折线图改为条形图。 

 

4.6 研究结果发现，针对独创性和适宜性，各因素的影响是个的。能否采用一个指标（即评

估创造力时，同时考虑独创性和适宜性），综合来看团队异质性和组织支持的影响。事 实上，

这也符合对 Amabile 对创造力的定义（即新颖且有价值的产品、观点或方法）。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的确大部分研究也是采用一个创造性指标来衡量团队创造

力的。但是本研究基于以下思考采用了独创性与适宜性两个指标： 

独创性是创造力的核心，但是只有新颖独创却没有可行性的想法是奇怪的、没有价值的，

也不符合创造力内涵(Rietzschel, Nijstad, & Stroebe, 2010)，因此以往研究大都是在观点可行

的前提下评价独创性，并以此作为评价团队创造力的指标(Amaile, 1996; Zhang, Tsui, & Wang, 

2011, 张刚, 倪旭东, 2007)。但是，这种评价方法将适宜性作为评价创造力的前提指标，仅

评价想法可行与否，简化了适宜性。研究者认为，可行性也是分等级的，即不同观点适宜性

水平不同。管理实践中，高的适宜性本身也是团队追求的目标（比如，市场认可度或高利润），

代表了组织希望运用团队创造力来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效益的愿望。另外，Rietzschel

等人指出，人们在追求独创性时往往会以牺牲适宜性为代价，反之亦然(Rietzschel, Nijstad, & 

Stroebe, 2010)。有研究还表明，独创性和适宜性呈负相关(Beersma & De Dreu, 2005; Nijstad et 

al., 2010)。因此，有研究分别从独创性和适宜性两个方面对团队创造力进行评价，两个维度

上也确实得到了不同的结论(Bechtoldt, De Dreu & Choi, 2010)。鉴于此，本研究借鉴这种团

队创造力的评价方法，获得团队创造力评价的两个指标，以期考察团队构成与组织支持的交

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West, M. A. (2002). Sparkling fountains or stagnant ponds：An integrative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in work groups [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3), 355—387. 



Amabile, T. M., Collins, M. A., Conti, R., Phillips, E., Picariello, M., Ruscio, J., et al. (1996).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pp. 79–127). Boulder, GO: Westview Press. 

Zhang A Y, Tsui A S, Wang D X.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group creativity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 role of group processe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1, 22(5): 851–862. 

Bechtoldt, M. N., De Dreu, C. K. W., & Choi, H. S. (2010).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al tuning, and 

group crea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4), 622–637. 

Rietzschel, E. F., Nijstad, B. A., & Stroebe, W. (2010). The selection of creative ideas after individual idea 

generation: Choosing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mpac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1, 47– 68. 

Beersma, B., & De Dreu, C. K. W. (2005). Conflict’s consequences: Effects of social motives on postnegotiation 

creative and convergent group functioning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358 –374. 

Nijstad, B. A., De Dreu, C. K. W., Rietzschel, E. F., & Baas, M. (2010). The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Creative ideation as a function of flexibility and persistenc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1, 34 

–77. 

 

意见 5 ：结果讨论 

5.1 社会类化理论认为，团队异质性不利于团队创新。你们的研究发现，团队异质性和团队

断层都有利于团队创造力。特别是发现，强断层促进团队创造力，而且在获得支持后，其效

应更强。因而总体上看，你们的研究并不支持社会类化理论。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问题。我们认真查阅了两因素实验设计的方法类书籍，根据有关

资料，对存在主效应也存在交互作用的结果的处理要优先考虑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的显著表

明，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上影响不一致（舒华，2000）。结合本研究结果，在

独创性上，两个实验一致地表明，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显著，即团队多样性对团

队创造力独创性的作用受组织支持变量的影响，经简单效应检验及图示分析发现，工具支持

条件下，专业异质团队独创性显著高于专业同质团队，情感支持与物质支持条件下两种团队

差异不显著；当团队异质性增强，在专业异质基础上再加上性别和年级变量而出现群体断层

时，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物质支持条件下则没有表现出团队断层的差

异。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即加上社会类别变量（性别和年级），情感支持就达到了与工具



支持一样的促进效应，是因为社会类化主要是通过影响人际关系，影响团队成员情感回应进

而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韩立丰等, 2010)，当组织通过提供情感支持来弥补由社会类化所带来

的情感与关系冲突，形成团队共同感时，同样能够提高含有社会类化因素团队的创造力。这

说明社会类化理论关于“类化可能造成情感和关系冲突”的理论预期是对的。这符合本研究通

过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视角来整合这两个理论的设计初衷，符合 West(2002)关于

“多样性是团队创造力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然而多样性需要与相应的组织管理措施相

结合才能体现其作用”的理论预期。 

舒华 著 心理与教育研究中的多因素实验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 年 11 月，第 82 页. 

韩立丰, 王重明, 许智文. (2010). 群体多样性研究的理论述评–基于群体断层理论的反思, 心理科学进展, 

18(2), 374–384. 

 

5.2 建议作者考虑，在问题提出和假设推导阶段阐述如何整合两个理论，而不仅是在讨论部

分来解释。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修改稿将第一部是扩展为两部分，单独列出“文献综述与

问题提出”，整合了两种理论，并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详见修改稿前言及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问题提出部分有必要分成问题提出、理论基础、和假设几部分。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已将问题提出分成问题提出、理论基础和假设几部分。详

见修改稿“1 前言”和“2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部分”。 

 

意见 2：为什么没有关注物质性支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第一个审稿专家也质疑了这一问题。我们对此做了 3 点修

改。 

（1）原稿中不关注物质支持的提法有误，修改稿删除了这类表述。物质支持作为一种

组织支持形式，是本研究的组织支持的三种形式之一，不关注的话就不应该作为一个变量。

修改稿对物质支持的概念、操作定义都做了详细介绍。 



（2）针对物质支持的作用提出了假设 3。 

（3）修改稿根据已有研究对物质支持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在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具体研究假设。具体为： 

物质支持是指关心员工的生活状况和员工利益，奖励劳动等。如，为员工加薪，考虑员

工应得薪水等(凌文辁等, 2006)。如果员工认为组织愿意给自己提供报酬及便利的工作条件，

则员工会产生较强的组织支持感(Shore, 1991)。有研究发现，组织根据团队成员的表现为整

个团队而不是个体提供物质支持，能够使团队成员产生共同感，为了团队的共同目标团队成

员会忽略彼此的差异(Homan, 2008)，从而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具体而言，多样性团队能够

使得团队成员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并对方案进行较全面的评估，从而提高多种办法的可行性。

但物质支持尤其是物质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如何，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徐

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Amabile 关于创造动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认为，物质

奖励会削弱内部动机进而削弱创造力。Amabile 用“迷宫比喻”来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

即在物质奖励面前，个体的目标是尽快走出迷宫，因此会选择最直接和安全的路径（适宜性

高），而创造性想法经常需要深入迷宫找到更多新出口。据此本研究认为物质支持条件下，

团队成员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奖励会以牺牲独创性为代价追求观点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在团队

有共同目标(即只要提供合适方案就给予物质奖励)的情况下，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

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3：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 

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样性、 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关于物质支持的表述以及

相应的参考文献的蓝字部分。 

凌文辁, 杨海军, 方例洛. (2006). 企业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心理学报, 38(2), 281–287. 

Homan, A. C., Hollenbeck, J. R., Humphrey, S. E., van Knippenberg, D., Ilgen, D. R., & Van  Kleef, G. A. (2008). 

Facing differences with an open mi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salience of intra–group differences, and 

performance of diverse work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1204–1222.  

Shore, L. M, Tetrick, L. E. (1991).A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the 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637–643. 

徐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 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9), 1419–1452. 

 

意见 3： 对于自变量为什么既关注专业异质性，又关注和其他几个多样性指标形成 faultline，

需要有理论的逻辑。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原稿中逻辑线索没有清晰地表现出来。修改稿在文字表述和

实验逻辑中突出了这一点。研究设计的理论逻辑是： 

（1）团队多样性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理论有两个：信息决策理论与社会类化理论，它

们对团队多样性对创造力的影响提出了相互矛盾的理论预期，而且每个理论都提出了合乎逻

辑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本研究从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的角度整合信

息决策理论与社会类化理论。实验 1，从信息决策理论的视角设计了专业异质性对团队创造

力的影响；实验 2 则进一步加入社会类化因素，在专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分类来构

成团队。之所以是在专业异质基础上加上社会类化变量，而不是单独做社会类化变量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是因为现实团队中的成员他们既是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同时又具有年龄、性

别等社会类化身份的人。而将这两个变量（专业异质性和社会类化特征）放在一起考虑就产

生了一个新的分组形式——群体断层。 

（2）在本研究中，专业异质性与群体断层是团队多样性的两个水平，断层的多样化水

平更高，也更符合团队构成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表述为，“随着团队多样化水平的加深，出

现群体断层时，情感支持的作用凸显，起到与工具支持同样的作用，即强断层团队在工具支

持和情感支持条件下独创性显著高于弱断层团队”。研究的是不同水平的团队多样性与组织

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意见 4 ：提出假设所以来的逻辑推导太弱。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重新梳理了问题提出部分，在交互作用的研究思路

中，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具体表述为： 

工具支持是指员工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组织及时给予帮助，如提供方法支持，为团队成

员创建信息交流的平台，让员工充分发挥潜能等(凌文辁等, 2006)。在工具支持条件下，与

专业同质团队相比，专业异质团队成员更可能超越学科界限，促进观点的交流和视角的融合，

重组有效互利方案，合作性地参与任务冲突相关的建设性讨论和争论(向常春, 龙立荣, 2010)；

专业异质团队能够促进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为团队成员提供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提高团队

产生新颖想法的能力(Kessel, Kratzer & Schultz, 2012)。以往有研究认为强断层团队会因为亚

群体间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方法不一致而产生更多的冲突，阻碍亚群体间的信息沟通和合作

(Choi & Sy, 2010)。工具支持则为团队提供了共同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使团队成员有

共同的愿景（即团队成员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愿景能够直接促进团队创造力(林晓

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因此，工具支持有利于专业异质和强断层团队充分整合多样化信息，



进而能有效提高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工具支持条件下专业异质

团队与强断层团队的独创性显著高于专业同质团队与弱断层团队。 

情感支持也称社会情感支持，是指情感鼓励和促进沟通，旨在创造和谐的团队气氛，缓

解关系冲突，提高团队凝聚力，增强成员心理安全感。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和建设性的关系冲

突能够促进团队成员的社会连接，缓解成员差异对沟通的不利影响，进而促进团队创造表现

(Kessel, et al, 2012)。专业异质团队主要涉及任务冲突，而情感支持主要是缓解关系冲突，因

此对专业异质团队的作用不明显(向常春, 龙立荣, 2010)。当团队成员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或社

会身份上是多样的，尤其当形成断层时，根据社会类化理论，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感知会降低

团队凝聚力(Harrison, Price, Gavin, & Florey, 2002)，导致团队成员间的关系冲突。且群体断

层强度越大，亚群体间冲突越激烈，行动的一致性越差，关系冲突的负面影响被放大 (Li & 

Hambrick, 2005)。一方面，强断层团队成员倾向于更积极地评价自己所处的亚群体，表现出

更高的心理安全感以及更高的满意度(Lau, Murnighan, 2005)，确信亚群体内其他成员会给予

自己支持，所以彼此间更愿意分享观点，更自信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表现出更积极的学

习行为(Gibson & Vermeulen, 2003)；另一方面，由于亚群体间的对比和分化明显，亚群体成

员间冲突会增多。白新文等（2014）指出，当团队的建设性氛围较强时，成员能在接纳不同

观点的同时避免负面情感冲突，从而有效利用认知多样性，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高。情感支

持能够弥补由类化带来的心理冲突，使强断层团队更充分地发挥团队成员的信息优势，表现

出更高的团队创造力。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2：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显著，当团队异质性增强形成断层时，情感支

持的作用凸显，起到与工具支持同样的作用，即强断层团队在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条件下独

创性显著高于弱断层团队。 

物质支持是指关心员工的生活状况和员工利益，奖励劳动等。如，为员工加薪，考虑员

工应得薪水等(凌文辁等, 2006)。如果员工认为组织愿意给自己提供报酬及便利的工作条件，

则员工会产生较强的组织支持感(Shore, 1991)。有研究发现，组织根据团队成员的表现为整

个团队而不是个体提供物质支持，能够使团队成员产生共同感，为了团队的共同目标团队成

员会忽略彼此的差异(Homan, 2008)，从而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具体而言，多样性团队能够

使得团队成员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并对方案进行较全面的评估，从而提高多种办法的可行性。

但物质支持尤其是物质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如何，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徐

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Amabile 关于创造动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认为，物质



奖励会削弱内部动机进而削弱创造力。Amabile 用“迷宫比喻”来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

即在物质奖励面前，个体的目标是尽快走出迷宫，因此会选择最直接和安全的路径（适宜性

高），而创造性想法经常需要深入迷宫找到更多新出口。据此本研究认为物质支持条件下，

团队成员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奖励会以牺牲独创性为代价追求观点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在团队

有共同目标(即只要提供合适方案就给予团队以奖励)的情况下，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

力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3：物质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而不是独创性。 

具体修改见“2.3 团队多样性、组织支持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蓝字

部分。 

凌文辁, 杨海军, 方例洛. (2006). 企业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心理学报, 38(2), 281–287. 

Shore, L. M, Tetrick, L. E. (1991).A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the 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637–643. 

Homan, A. C., Hollenbeck, J. R., Humphrey, S. E., van Knippenberg, D., Ilgen, D. R., & Van  Kleef, G. A. (2008). 

Facing differences with an open mi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salience of intra–group differences, and 

performance of diverse work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1204–1222.  

徐希铮, 张景焕, 刘桂荣, 李鹰. (2012). 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9), 1419–1452. 

向常春, 龙立荣. (2010). 团队内冲突对团队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8(5),781–789. 

Kessel, M., Kratzer, J., & Schultz, C. (2012). Psychological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healthcare team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1(2), 147–157. 

Choi, J. N., & Sy, G. (2010). Group–level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nd conflict in small work grou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1032–1054. 

林晓敏, 白新文, 林琳. (2014). 团队心智模型相似性与正确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学报, 46(11), 

1734–1747. 

Harrison, D. A., Price, K. H., Gavin, J. H., & Florey, A. T. (2002). Time, teams, and task performance: Changing 

effects of surface– and deep–level diversity on group functio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029 

–1045.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5), 794–813. 

Lau, D. C., & Murnighan, J. K. (2005). Interactions within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ultlin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645–659. 



Gibson, C., & Vermeulen, F. (2003). A healthy divide: Subgroups as a stimulus for team learning behavi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02–239. 

 

意见 5：方法和结果比较可信。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 

 

意见 6： 讨论应该涉及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启示（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在总讨论部分更加明确的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不再局限于直接比较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类化理论对团队创造

力的预测力，而是引入新的研究变量，在 West 的理论预测的基础上，从团队多样性与组织

支持交互作用的视角探讨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认识团队构成对团队创造力影响提供了

新思路，并具体分析了有不同性质的团队成员组成的团队在怎样的组织支持条件下更有利于

创造力的发挥，推进了团队多样性和组织支持对团队创造力作用机制的研究。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在团队管理中，企业或组织要根据自身的性质及发展的不同阶

段实时调整组织支持方式。当企业处于急剧发展或动荡变革时期时，往往对组织创新尤其是

独创性有迫切需求，这时要充分利用多样化的专业背景带来的信息资源，也要分析由性别、

经历、背景甚至文化差异带来的断层，在提供工具支持的同时，提供情感支持。在企业追求

生存阶段，企业或组织往往以稳妥适宜为目标，此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最有利于实现组织

目标。 

具体修改见总讨论的“5.2 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蓝字部分。 

 

意见 7：本文的研究贡献不太明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深入思考并明确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贡献。 

本研究设计了 2 个实验分独创性与适宜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的

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性贡献有以下几点： 

（1）本研究分两个实验，从专业异质性、群体断层两个团队构成多样性水平整合了信息

决策理论和社会类化理论，从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的视角探讨团队创造力的  影

响机制，为认识团队构成对团队创造力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2）本研究从独创性和适宜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团队构成与组织支持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工具支持条件下，专业异质团队的创造力显著高于专业同质团队，情感和物质

支持条件下两种团队差异不显著；当团队异质性增强，出现群体断层（专业异质性+成员类

化）时，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有效提高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与独创性维度不同，物质

支持能够提高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 

（3）本研究从交互作用的视角，在理论的视角上整合了信息决策与社会类化对多样性影

响的理论，在实践中针对不同性质、处于组织发展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发展目标的团队提供

不同性质的组织支持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详见修改稿的论文自检报告第一题和“5 总讨论”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和修改稿相比，修改稿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相关概念的定义更加清晰，假设推

导的逻辑关系更强，作者基本上回答了我一审时提出的问题。一个小的建议是，假设 1 和假

设 2 可以直接针对具体的组织支持类型提假设，即在假设表述中，不需要再出现“组织支持”

这个概念，而是直接表述工具支持（假设 1）或情感支持（假设 2）如何其调节作用。 

总体而言，我觉得修改稿的质量已经达到学报的要求，建议接受。 

回应：接受审稿专家的建议，在假设 1 和假设 2 中，直接表述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如何起调

节作用。具体修改见“2.3 组织支持及组织支持与团队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

响”部分假设 1 和假设 2 和假设 3 的表述的绿字部分。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轮修改及论文总体的肯定！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理论综述中，1.对 fautline 的处理；2.对 social–category diversity内容的处理；3.creativity

的维度问题，假设推导中，是否对 creativity 的单独维度进行推导还是整体对 creativity 推导。

（此外，专家审稿在论文中以批注的形式给出了 21 条修改建议） 

回应：1.fautline 和 social–category diversity 内容的处理 

审稿专家提出的三个问题集中于问题提出的理论综述部分，结合审稿专家在论文中的

21 个批注，特别是审稿专家在文中相关部分所做的批注【1】、【2】、【10】、【12】、【13】、【17】、



【21】之 1 和 2 。我们决定将第一二个问题集中在一起解决，在综述团队多样性时就提出

本研究考察的是两种水平的团队多样性——专业异质性（基于信息决策理论）和断层团队，

以解决真实组织情境中，组织者既要考虑由专业异质性所带来的信息资源，也要考虑当团队

多样性加深，专业异质性与社会类别共同作用产生群体断层时团队多样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

响。具体修改见“1 前言”的红字部分，“2.2.2 群体断层与团队创造力”红字部分。 

在修改中补充的文献： 

Rico, Sánchez–Manzanares, Antino, & Lau, (2012). Bridging team faultlines by combining task 

role assignment and goal structure strateg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2), 407–420. 

在批注【11】中审稿专家提出“为什么信息多样性只考虑专业异质性，而类别上形成断

层？”这是因为：（1）团队多样性对创造力的影响人们首先想到信息决策理论，这方面研究

成果丰富，结论较一致，本研究在这方面深入探讨了专业异质性与组织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团

队创造力的影响，得出结论认为，工具支持最有利于专业异质团队的团队创造力。（2）引入

社会类别变量会带来断层。本研究中，实验 1 只考虑专业这一变量，专业同质团队四名成员

专业、性别和年龄相同，专业异质团队四名成员来自四个专业，但性别和年级是相同的，这

个时候没有形成断层。实验 2 中每个团队都是两种性别、两个年级、两种专业，当这三方面

的特征组合后，四人团队中一定会形成断层，并有了强断层和弱断层的区分。（3）断层的形

成既包含了专业，也包含了社会类别。对断层的研究是对包含专业与社会类别的复杂多样性

群体的研究，在本研究中则是对复杂多样性团队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的研究。 

2.关于团队创造力维度以及假设单维度推导还是总体推导的问题 

  在这方面本次修改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完善了团队创造力概念表述（批注【6】【7】【9】）。考虑到研究设计上的需要在评价方

法上提出采用两个指标：独创性和适宜性，然后才可能在假设部分分别提出针对独创性和适

宜的不同假设，所以在给出团队创造力的定义后，接着说明了要进行两方面的评估。详见“2.1

团队创造力及其评估”红字部分。 

（2）对“适宜性”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并注上相对应的英文原词（批注【8】）。详见“2.1 团队

创造力及其评估”红字部分。 

（3）我们认真考虑了审稿专家关于组织支持与团队多样性交互作用假设的提出方式问题（批

注【14】【16】【21】之 4，5）。在考察了已有研究团队创造力评价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关于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对团队创造力作用的研究都是将创造力作为一个综合性变量

——即在具备适宜性的前提下的独创性水平——来考虑的，因此是针对独创性的研究结果。



相应地，在本研究中关于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创造力作用的假设也只能是针对独创性来提。

具体表述见“2.3 组织支持及组织支持与团队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中的 4

段红字部分。 

（4）关于团队多样性与物质支持交互作用对适宜性影响的问题。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团队创

造力的适宜性，本研究专门进行了评价，确实发现物质支持在提高团队创造力适宜性中具有

独特作用。 

（5）关于物质支持与物质奖励问题（批注【15】）。物质支持有许多种形式，本研究为使实

验操纵可控易行采用了物质奖励这种形式，得出了一定的结论，可能是存在偏颇的，这一点

我们在本研究局限中提醒读者其局限。详见 5.3 最后两句话的红字部分。 

（6）关于流畅性的处理。审稿专家在批注【18】【19】【20】都提到流畅性的提出与处理问

题。这些问题是由论文写作中表述带来的。为此，本次修改调整了创造力测量的叙述顺序，

首先讲“本研究采用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 Assessment Technique, CAT)从独创性和适宜性

两个方面来评价团队创造力”，然后讲“为了准确评价团队创造力水平，研究需要对独创性和

适宜性进行校正。”，“校正方法是将该团队适宜性的分数除以该团队流畅性分数，得到校正

后的适宜性得分；该团队所有独创性的分数除以该团队产生流畅性分数，得到校正后的独创

性得分。本研究参照 Bechtoldt, De Dreu 和 Choi(2010)的做法，首先对流畅性、适宜性和独

创性三个方面分别计分，然后再对适宜性和独创性的得分进行校正。”，最后讲三个维度的

计分办法。详见“3.1.5  实验测量之(3) 团队创造力的测量”红字部分。 

   由于独创性和适宜性都是经过校正后得到的，因此，流畅性、适宜性、独创性的初始计

分必须是准确的，所以，在预实验中对实验任务的同质性和组织支持操作的有效性都包含了

对流畅性的检验。 

   由于团队创造力以独创性和适宜性两个方面来评价，所以在表格中删除了关于流畅性的

描述性数据，并重新制作了表 1 和表 3。 

3．交代清楚两个研究设计的目的（批注【21】之 3）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本次修改在原文问题提出部分的结尾，“3 实验”部分之前加

入了一段话来交代两个实验设计的目的，说明两个实验的联系。详见“2.3 组织支持及组织

支持与团队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的结尾处的红字部分。 

4.审稿专家在论文中以批注的形式提出的其他有关修改建议 

除了与上面 3 个方面问题有关的批注外，还有一些批注我们也一一做了相应的修改，具

体为： 



（1）批注【3】，本次修改加入了新的参考文献说明组织支持类型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组织支

持对团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Bhanthumnavin, 2003)” 

Bhanthumnavin. (2003).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rom supervisor and group members’ psychological and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in Thai Work Unit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4(l), 79–97. 

（2）批注【4】，将测量学方法修改为“问卷法”，并以红字标出。 

（3）批注【5】，删除了审稿专家认为欠妥的表述，同时对这句话所在的段落进行了修改，

详见“1 前言”最后一段。 

    此外，修改完成后论文的每位作者都通读全文，对有关表述进行了修改润色以增加可读

性，所做修改不涉及研究思路，故未一一标出。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耐心细致的审稿意见，特别是给出的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在思考两位

审稿专家给出建议并进行相应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对研究设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我们今

后的研究工作也具有促进意义，这使我们受益匪浅，衷心感谢审稿专家的辛勤劳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1：行文需要好好改进, 每段只表达一个意思, 段首为主题句。观点表达要明确清晰。 

[a1]: 以上段落内容逻辑不清楚。 关于多样性, 一种是各种多样性特征独立产生影响; 另一

种是几种特征联合产生影响, 即 faultline。  

回应： 修改稿对此部分进行了修改，该部分的写作逻辑是：关于多样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

响，一种观点是各种多样性特征独立产生影响（包括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类化理论），另一

种是几种特征联合产生影响，即群体断层。因此，本研究第一个研究探讨了专业多样性对团

队创造力的影响，第二个研究探讨几种特征结合形成断层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具体修改见

“前言”第二段紫色字部分。 

 

[a2]: 感觉这里应该介绍组织支持的类型  

回应：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此处加上组织支持的类型。详见该段紫色字部分。 

 

[a3]: 这里应该给个定义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此处加上独创性的定义。详见2.1紫色字部分。 

 

[a4]和[a5]: 这一段思路不清楚, 主题不明确。2.2 可能先介绍团队多样性的概念比较好, 然

后再说明它与创造力的关系。 多样性介绍的时候, 呼应前文提出的建议, 包含两种情况。否

则断层如此独立地介绍, 在后文推导时却没有相关内容。  

回应：以上两条批注是针对“2.2 团队多样性与团队创造力”这一节的有关内容的，对这一节

的修改也与[a8]和[a9]关于假设的提出有关。本次修改一方面与前面团队多样性有两种情况

相呼应（像审稿专家建议的那样），又要与后面假设中关于专业异质性、群体断层与组织支

持的交互作用相呼应。具体的办法是，先介绍团队多样性的概念及多样性的两种情况（详见

2.2 第一段紫色字部分），然后再分两节分别介绍专业异质性和群体断层给团队结构带来的

影响，为下一节（2.3）介绍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的交互作用并提出具体假设奠定基础。

详见 2.2.1 和 2.2.2 紫色字部分。 

 

[a6]和[a7]: 可能要分 2.3.1，2.3.2, 2.3.3, 工具性支持的作用, XXX 的作用, XXX 的作用; 此

段思路不清楚。 应该有一段明确介绍三种支持的概念。然后再分别讲他们如何起到调节作

用。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中首先介绍了三种类型，然后介绍三种支持的概念。最

后再分2.3.1，2.3.2, 2.3.3分别介绍三种组织支持起作用的方式并提出本研究假设，即他们是

如何起调节作用的。详见2.3紫色字部分。 

 

[a8]: 断层就是多样性的一种类型, 如果分开推理，也需要有独立的逻辑,明显这样的话多是

重复。因此不必突出断层, 它只是多样性的一种代表。 

回应：审稿人的建议有道理，我们做了相应修改，完全可以简练地表达。修改详见假设1紫

色字部分。 

 

[a9]需要简练。 

回应：此次修改做了简练的表达，修改详见假设 2 紫色字部分。 

 



[a10]: 这不能验证, 所以不必说。 实际上就是两个实验对多样化的操作不同, 1 是只用一种

专业异质性来考察; 2 是考虑两种多样性同时存在形成断层的时候如何施加影响。此段没抓

住核心。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参照次建议做了修改，并在文字上做了简练的表

达，详见2.3最后一自然段（3 实验 上面一段）紫色字部分。 

    感谢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在第二段里有指代不清和一个段落意思表达两层意思的问题。 

回应：修改稿彻底修改了这一段。将它分成三段表达。现在的逻辑是：第二段提出团队构成

对团队创造力有影响；第三段提出当出现群体断层时，团队多样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是复

杂的；第四段提出需要结合组织支持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来分析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的交互

作用。 

 

意见 2：在第三段里同样存在指代不清和一个段落意思表达两层意思的问题。 

回应：修改稿将这一段分两段来表达，首先表达团队多样性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组织环境的有

效支持，本研究要回答的是在“不同程度的群体多样性与各种组织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

造力的影响”。接下来的一段进一步表明，“本研究着重探讨组织支持如何缓解断层造成的心

理冲突，增进沟通与协作，进而有效利用信息资源提升团队创造力。即本研究关注的是团队

多样性如何与组织支持交互作用最有利于团队创造力。” 

 

意见 3：在“前言”最后一段对研究方法的阐述只说了组织支持的研究。 

回应：加入了团队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介绍，说明了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方法开展研究的意义。

详见前言最后一段浅棕色字部分。 

 

意见 4：2.1 团队创造力及其评估中的文字表述与主题思想表达问题 

回应：添加了主题句。这一段是关于团队创造力的测量，本研究要采取独创性和适宜性两个

指标来测量团队创造力。 



 

意见 5：需要加一句话“分别综述”的表述。 

回应：加上了这句话，并相应修改了前面的表达。详见 2.2 浅棕色字部分。 

 

意见 6：2.2.2 存在表述问题，反应在主题句和结论上 

回应：本次修改重新整理了有关群体断层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研究文献，发现关于群体断层

效能研究多聚焦于团队绩效而非团队创造力，然后分析了检索到的两篇关于群体断层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的文献，从中获得了三点对本研究的启示。详见 2.2.2 浅棕色字部分。 

相应地，本次修改也修改了 2.2.1，提出“在专业异质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上研究结论

比较一致。因此，本研究在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的交互作用的总体框架内进一步探讨，专

业异质团队在何种组织支持条件下其团队创造力最优”。详见 2.2.1 浅棕色字部分。 

 

意见 7：2.3.3 关于物质支持对团队创造力适宜性的影响的假设不是交互作用的写法。 

回应：本次修改我们全部重新修改了 2.3 研究假设的写法。修改的基本思路是，工具支持的

作用在于为具有多样性知识信息的成员提供相互作用的平台，因而有助于专业异质性团队及

强断层团队的创造力；情感支持有利于弥补成员间的情感冲突，因而有助于强断层团队的团

队创造力；物质支持能够激发成员的任务动机，因而与其他两种支持相比更能有效促进异质

团队和强断层团队的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同时指出，前两个假设引用文献都是关于团队创

造力独创性的研究，所以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分别是关于促进团队创造力独创性的。重点修

改了 2.3.3，增加了文献分析和提出假设的思路。 

   此外，我们对论文的其他部分也做了相应的修改，以求表达一致，补充了相应的文献。

重新做了图，修改了讨论部分，还通过多次批判性阅读来完善文字表达。 

   真诚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这些建议提高了论文的质量，我们希望在论文结束部分郑重

地表达我们的真诚感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理论部分的内容和方法的内容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哪些是操作化的问题哪些是理论

层面的问题。 



回应：本次修改稿删除了问题提出中关于方法的介绍，只谈理论问题。同时将团队创造力两

个维度的提出也放在问题提出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测量方法来写。详见正文蓝色字部分。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调节作用还是没有写出来。其他详见批注。 

回应：针对这条意见以及审稿专家在正文中的批注的提示，我们觉得可能由于我们强调的不

够造成的误解，本文的调节作用不是不同组织支持强度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而是不同组织

支持形式对多样性团队创造力影响，即工具支持有助于存在专业多样性的团队的创造力，情

感支持有助于存在社会类化团队的创造力，物质支持有助于团队创造力的适宜性。为了明确

这一点，修改稿在前言以及 2.2 部分都做了说明。详见相应正文蓝色字部分。 

其他审稿人在正文中以批注的方式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部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相

应修改。此外，对讨论部分涉及到前面修改的地方也做了前后呼应的修改，以求表达一致，

补充了相应的文献。所做修改琐碎，不再一一标出。 

由于多次反复修改，每次都用不同颜色的字体标出，正文部分已经五颜六色，此次修改

将以前修改的部分统一改成正常黑色字，只标出本次修改。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不辞辛苦反复、多次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希望我们本次修改能够达

到审稿专家的要求，并对审稿专家的劳动和负责态度表示敬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没有突出表现出：团队多样性、团队异质性、团队断层的关系。 

 要研究团队多样性。它包括单一指标的多样性和多指标的联合多样性即团队断层。本文就

这两个方便都进行探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正如审稿专家所言，团队多样性，团队异质性，团

队断层的关系如下：团队异质和团队断层是两种不同的团队多样性，专业异质性是单一指标

的多样性，而团队断层是多指标的联合多样性。具体修改和论述见引言部分第二段蓝色字体。 

 

意见 2： 完全不理解如何提出调节作用。如何表达调节作用。  



假设 1：专业异质团队和强断层团队在工具支持条件下其团队创造力分别高于专业同质团队

和弱断层团队。 

假设 2：强断层团队在情感支持条件下其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显著高于弱断层团队。 

假设 3：专业异质团队和强断层团队在物质支持条件下的适宜性分别显著高于专业同质团队

和弱断层团队。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交互作用的一再关注。本研究交互作用具

体指团队多样性（专业异质和群体断层）和组织支持（工具支持，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的

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显著是指：在不同的组织支持类型下，专业异质团队和专业同质团队的

创造力的关系不同；在不同的组织支持类型下，强断层团队和弱断层团队的创造力的关系不

同。 

结合上述研究设想，我们梳理文献综述的思路，认为应该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

述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的作用。在上一次修改稿中我们虽然做了相关不同组织支

持的作用的论述，但在最后没有给出总结性的话语，致使表达不清楚，因此，在这一次修改

中，我们加入了对不同性质组织支持对不同团队多样性作用的总结，即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组

织支持对于不同团队多样性的作用是不同的，工具支持作用于存在专业异质团队及强断层团

队，情感支持主要作用于存在群体断层的团队，并且这两种支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造力的

独创性维度。而物质支持主要作用于专业异质和群体断层团队的创造力的适宜性维度。由此

来提出研究的交互作用假设。 

上次修改稿对交互作用的表述不完整，我们这次做了修正，具体表达如下： 

假设 1：工具支持条件下，专业异质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高于专业同质团队，而在情感

支持和物质支持条件下，二者差异不显著。 

假设 2：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条件下，强断层团队创造力的独创性高于弱断层团队，而

在物质支持条件下，二者差异不显著。 

假设 3：物质支持条件下，专业异质团队和强断层团队的创造力的适宜性高于专业同质

和弱断层团队，而在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条件下，差异不显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委专家意见： 

经过 5 轮的修改，文章基本达到发表的水平。修发。  

意见 1：文章篇幅较长，建议缩减，尤其是引言部分；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文章进行了批判性阅读与思考，对篇幅进行了缩减。主

要包括引言和总讨论部分。例如，引言中问题的提出只做概括的论述，具体的论述放在文献

综述与研究假设部分，减少内容的重复。在总讨论部分把原来的 5.1，5.2 和 5.3 综合起来，

进行简要论述。考虑到视觉效果，直接进行缩减，没有一一呈现删除的部分。 

 

意见 2：组织支持这一概念是否适合本研究，因为学生完成实验时并没有给出属于哪个组织

的指导语；  

回应：关于组织支持，最初研究者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从组织支持感（员工关于

组织对其工作贡献的肯定及利益的关心程度的一种总体的感知与认识）这个角度进行研究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后来研究者意识到组织支持在性质及

来源上是多样的(McMillin, 1997)，从组织支持性质看，大致可以分为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

物质支持。组织支持来源包括三种，具体指组织环境支持、领导支持和同事支持（Hufflllan, 

Watrous–Rodeiguez, & King, 2008）。组织环境支持属高层次支持，指组织环境、组织文化、

组织整体决策与执行等因素对员工的支持与整体影响；领导支持与同事支持属于低层次组织

支持，为员工提供较为直接的工具性、情感性、协助性支持。其中，领导支持指上级领导对

员工的关心与支持，领导作为组织的代表使员工可以直接体会到组织对自己工作贡献的认可

与肯定。本研究对不同性质的组织支持是通过主试（相当于团队的领导）实施的。因此，本

研究关注的组织支持可以说是来自于领导的组织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组织支持的概念是

适合本研究的，只是我们考察的组织支持主要是来自于领导的不同性质的支持。 

参考文献: 

Eisenberger, R., Huntington, R., Hutchison, S., & Sowa, D. （1986）.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1, 500–507. 

Huffman, A. H., Watrous–Rodriguez, K. M., & King, E. B. (2008). Supporting a diverse workforce: what type of 

support is most meaningful for lesbian and gay employe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7(2), 237–253. 

McMillin, R. (1997).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service provider. USA: University of 

Florida. 

 

意见 3：如果使用组织支持这一概念，本研究的外在效度收到很大的质疑。  

回应：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不同性质的组织支持对不同团队多样性的作用，因此，我们

主要想推论的结果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支持（工具支持，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的作用。当然，



我们也知道本研究的组织支持主要来源是领导，因此，如果推论到不同来源的组织支持可能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考察不同来源的组织支持的作用，同时

还应该考察在实际管理情境中的组织支持对于不同多样性群体的作用。在这次修改中，我们

在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中补充了这一点。具体见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的蓝字部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轮 

编委专家终审意见： 

对审稿人和责任编辑关于“文章篇幅较长，建议缩减”的建议仍没有认真执行，请将正文精简

至 1 万字左右。 以下文献中作者王重明有误： 韩立丰, 王重明, 许智文. (2010). 群体多样

性研究的理论述评–基于群体断层理论的反思, 心理科学进展, 18 (2), 374–384.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对文章进行了批判性阅读和思考。在保证文章表达精确和

完整的前提下，对文章进行了精简，现在正文的字数 10399。另外，非常感谢编委专家指出

参考文献中的错误，我们已将该文献做了修改，并检查了其他参考文献及其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