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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增益”还是“损耗”？挑战性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剑”影响 

作者：徐姗；张昱城；张冰然；施俊琦；袁梦莎；任迎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本文基于自我决定和资源保存理论，采用动态视角，通过日记法建立了四个模型以验证

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效应。研究视角新颖，但仍存在许多不清晰的地方，望

作者能给予梳理和解释。 

 

意见 1：作者认为本文的创新是通过建立每日模型、日间变动模型、平均水平模型和波动变

化模型全面检验了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通过探究“增益路径”和“损益路

径”，解释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剑影响。通过比较两种路径之间中介作用的差

异，明晰双路径机制哪一个更为显著。采用动态视角，验证了挑战性需求的变动性(日间变

动和波动变化)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这是本文的结论，论文的理论创新究竟是什

么？并没有很清楚的阐述。 

回应：感谢评审提出的关于本研究模型的理论创新问题，这也间接反映出来本研究在理论贡

献方面论证的不足。结合您的建议，我们强化了文章理论贡献的论证。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我们紧密结合资源保存理论，重新论证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部分，详见正文第 18-20 页。 

 

意见 2：在假设推理部分有以下问题要进一步明晰。1.1 是对每日模型的推理，然而推理过

程更像是平均状态而非某一日具体的状态，应凸显每日模型与平均水平模型的不同。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在原稿的论述中确实存在着假设推理逻辑不清的情况，我们

根据您的意见在论文稿件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具体请见第 4-10 页。 

 针对您的意见，我们对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定义，以及平均水平的定义做了更具体的

阐释。首先，每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daily level)是指在员工每日工作中产生的，需要付出努

力和精力以获取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工作压力(Tadić et al., 2014)；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average level)是指员工在一段时间内对挑战性工作压力平均水平的感知。在实际工作中经常

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一些员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水平高而另一些员工挑战性工作压力

水平低，即员工个体间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存在差异；第二种，员工某一天挑战性工作压力低

而另一天挑战性工作压力高，即员工个体内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存在变化。目前，员工个体间

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平均水平差异已有研究，而个体内的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研究还有待完善

(孙健敏等，2018)。因此，本研究用静态模型来全面捕捉个体内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和个体

间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对员工的影响。 

其次，在每日水平模型的推导过程中，我们采用资源保存理论中人们倾向于投入更多资

源以保护现有的资源(Hobfoll, 1989)的基本论点，突出了在一天的工作当中，每日挑战性工

作压力通过提高员工在当日的自主动机和当日工作效率，使员工全身心投入当日工作中。但

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员工难以得到放松，进而负向影响每日工作-家庭增益。而在平均水

平模型中，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获得螺旋”推论，“最初的资源获得有益于资源的进一

步获得，但是这种资源获得螺旋的发展相对缓慢，需要一个过程”(Halbesleben & Whe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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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因此，在平均水平模型中，强调的是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在

长期范围内的积累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例如只有在长期范围内才能积累形成的员工成长和

发展，对工作“整体”的控制感，技能的提高等。具体修改如下： 

“1.1.1 增益路径：基于“资源获得”视角下工作专注度的中介作用 

个体内每日水平模型。工作专注度作为工作投入的一个核心维度，是个体在心理层面对

工作投入的状态(彭坚, 王霄, 2016; Schaufeli & Bakker, 2004)，Kühne 等(2012)认为工作投入

存在着“瞬时性”的特点，存在着每天的个体内变化。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投入更

多资源以保护现有的资源(Hobfoll, 1989)。因此，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源属性”能够激发个

体的内在动机，而激发的内在动机可以增加员工在这一天努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意愿，激励员

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当日的工作中，进而提高其当日的工作-家庭增益(LePine et al., 2005; 

Kühne et al., 2012)。具体而言：员工的某一天挑战性工作压力越高，代表当天的工作任务越

有趣味性，使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内容在这一天对员工有较高的吸引力，可以增加员工在这一

天努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意愿，激励员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当天的工作中，高效率的完成工作任

务(Butler et al., 2005)，而当日高效率的完成工作可以让员工有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

中，促进员工工作向家庭的增益。 

因此，我们预期，员工每日的工作专注度在每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的工作-家庭

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增益路径”影响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每日工作专注度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

用。 

个体间的平均水平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挑战性工作压力在个体内层面对工作-家庭

增益的正向影响可以扩展到长期水平，进而对长期的工作-家庭增益产生显著影响(孙健敏等, 

2018)。具体来讲，个体间层面的挑战性工作压力(chronic challenge demand)的平均水平代表

了员工在一段时间内对工作中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感知。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获得螺

旋”推论，“最初的资源获得有益于资源的进一步获得，但是这种资源获得螺旋的发展相对

缓慢，需要一个过程”(Halbesleben & Wheeler, 2015)。因此，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源属性”

在长期范围内的积累可以提高员工对于工作意义感的感知，同时工作本身带来的“挑战性”

在长期(chronic)时间范围内可以提高员工的成就感、对工作“整体”的控制感，让员工更加专

注在工作中。同时挑战性工作压力在长期范围内给员工带来成长和发展，可以提高员工整

体处理问题的能力，习得的技能能够直接帮助员工解决家庭内部相关问题，最终提高员工的

工作-家庭增益(Anja et al., 2010; Wayne et al., 2007)。现有研究表明，一段时间内的挑战性工

作压力能够对工作投入、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学习绩效、员工忠诚、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

民行为等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e.g. LePine et al., 2004; Webster et al., 2010)。因此，我们提出

以下假设： 

H1b: 长期工作专注度在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 

1.1.2 损耗路径：基于“资源损失”视角下放松的中介作用 

个体内每日水平模型。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压力属性”影响个体对工作的感知，个体在

一个领域内(如工作)感受到的压力，会消耗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如时间、精力、体力、脑力资

源)，从而阻碍个体在另一个领域(家庭)的付出和表现。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的资源受

到威胁时，个体总是会维持并保护现有的资源(如个人资源、条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能量

资源)来防止资源损失(Hobfoll, 1989)。例如，个体会在感知到某一领域的压力时，倾向于在

领域间实现跨领域的资源转移(inter-domain transition)(e.g. 马红宇等, 2014)。Kühne 等(2012)

对 COR 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入地讨论，认为资源的正向影响也依赖于员工是否能够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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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资源恢复(recovery)的活动中，能够使资源获得恢复。如果资源得不到恢复会大大影

响资源的正向影响。挑战性工作压力虽然能够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使得员工更加投入到工

作中，但其“压力属性”也让员工全情投入的同时难以放松，进而减少其工作-家庭增益。 

具体地，员工在应对挑战性工作压力时需要付出情感资源以及认知资源的损耗(LePine 

et al., 2005)。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面对工作任务带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时，本质上是

对个体资源的消耗(王甜等, 2019)，在一天之内，挑战性工作压力越大，意味着所需要占用

个体当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在全情投入工作的同时也意味着员工在这一天中无法放松

(Bennett et al., 2018; Kim et al., 2018)，即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减少员工的每日放松。每日放

松水平低的员工，由于没有及时补充在完成当日挑战性工作任务过程中损耗的资源，个体处

于资源损失的状态下，在当日无法为家庭提供充足的时间、精力等资源，也无法以饱满积极

的情绪投入当日的家庭活动。 

综上，本研究认为每日的放松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之间起中介

作用，即个体感知到的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越高，越容易造成员工当日的疲惫、紧张和资源

耗竭(Song et al., 2011)，使员工在当日难以进入放松状态，减少个体在时间和精力上对家庭

领域的投入，降低员工对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感知。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每日放松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个体间的平均水平模型。从长期来看，在一段时间内的挑战性工作压力保持在高平均

水平状态下，员工面临着具有获得自我成长发展的可能性，这时的工作负荷、时间的紧迫性

能够让员工积极努力工作以克服此类压力(Cavanaugh et al., 2000)，不断投入个体的时间和精

力，从而减少员工的长期放松(Sonnentag & Fritz, 2007)。长期以往，在工作领域的低放松状

态，使员工神经高度紧绷，造成员工的疲惫状态，使得已损失的精力等资源无法得到及时补

充(Hobfoll, 2011)。随着员工工作结束回归家庭，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也会传导到长期的工

作-家庭增益。因此，我们假设： 

H2b: 长期放松在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

用。” 

 

意见 3：2.2 H1a 推理中，前半段路径采用自我决定理论，为何在后半段路径却采用资源保

存理论？如“挑战性需求让人们更加专注在工作中，可以提高完成工作的效率，进而减少个

体的相对资源消耗，让个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家庭事务”。 

回应：感谢您的问题，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原文中的理论基础与假设推导结合并不紧密，且

存在论述不清楚的地方。“挑战性工作压力让人们更加专注在工作中，可以提高完成工作的

效率，进而减少个体的相对资源消耗，让个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家庭事务”这样的表

达也确实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根据专家的建议，通过我们认真细致梳理理论基础，我们

不再使用自我决定理论，仅使用资源保存理论重新统一建构了整篇文章的研究论述，并修改

了原文中的表达，具体表述如前一题的回复。希望修改后的表述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楚的理解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逻辑思路。 

 

意见 4：作者在 H1c 推理中提到资源耗竭“是一个反复且长期的过程”，既然是长期的，如何

在每日模型中体现？且此处提到工作专注度是近端因素，放松是远端因素，作者均是在同一

天的同一个时间点测量，如何体现近端和远端的区别？若作者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那么两

者为何不是链式中介关系而是多重中介关系？即挑战性需求增加工作专注度，从而影响放

松，降低工作-家庭增益。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首先，针对您提到的 H1c 推理中提到资源耗竭“是一个反复

且长期的过程”，此表述出现在每日模型中确实存在不严谨之处。结合您的评审意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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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每日水平模型和平均水平模型在假设推导方面区别”的问题，依据资源保存理论，我

们细致区分了每日水平模型和平均水平模型的差别(参见对于问题二(1)中的回复)，并删除了

在每日水平模型中关于“是一个反复且长期的过程”的相关论述。 

其次，原文中关于“近端”、“远端”的用词不够准确，造成了理解偏差。在理论层面，我

们强调的是员工在全情投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难以放松。也就是说，工作专注度和放松是

同时发生的，属于平行中介效应，不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删除了关

于“工作专注度是近端因素”而“放松属于远端因素”的相关论述。与此同时，在每日水平模型

的中介比较假设论证中，我们采用资源获得(resource gain)和资源损耗(resource depletion)

视角，来解释以工作专注度为中介的“增益路径”和以放松为中介的“损耗路径”的差异。根据

资源保存理论中人们倾向于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护现有的资源 (Hobfoll, 1989)的论点，在每日

水平模型中，强调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源属性”因素更容易占主导因素，即增强工作专注度

的“增益路径”强于降低放松的“损耗路径”。为进一步完整的表述论证逻辑，我们重新论证这

一部分： 

“个体内的每日水平模型。根据 Lepine 等(2005)挑战性-阻断性压力框架中的元分析研

究，与动机相关的认知是人们对于压力的初始评估(Perrewé & Zellars, 1999)，由内在动机引

起的每日工作专注度对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刺激有着类似条件反射般的反应速度，更为直

接地影响每日工作-家庭增益。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倾向于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护现有的

资源 (Hobfoll, 1989)。因此，我们预期在每日水平模型中，当员工面临当日的挑战性工作压

力时，倾向于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已完成工作压力的挑战，即挑战性工作压力

“资源属性”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强于其“压力属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综合考虑两种作

用路径，在探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时，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

源属性”因素更容易占主导因素，即增强工作专注度的“增益路径”强于降低放松的“损耗路

径”。因此，我们假设： 

H3a：每日工作专注度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间接效应，

强于每日放松的间接效应。” 

再次，针对您的第三个问题，除了在理论上我们论证了本篇文章的模型属于多重中介关

系，即工作专注度和工作放松属于平行中介，而非链式中介。与此同时，我们用 SPSS 中

process 插件进行链式中介检验作为补充分析，即检验“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每日工作专注

度—每日放松—每日工作-家庭增益”模型。鉴于 Taylor 等(2008)通过总结对比多种多步中介

检验方法后发现，Bootstrap 方法用于检验中介最佳，因此补充分析中用 Bootstrap 方法对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R1 和图 R1 所示： 

 
图 R1  链式中介模型路径系数估计图 

注: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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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1  Bootstrap 方法估计的中介效应及 95%置信区间 

路径 间接效应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总间接效应 -0.079 -0.132 -0.029 

具体间接效应分解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

庭增益 
0.022 -0.003 0.049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104 -0.147 -0.065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02 -0.011 0.016 

注：N(个体间层面)= 81, N(个体内层面)= 645. *p<0.05. **p<0.01.***p<0.001. 

 

如补充分析的表 R1 和图 R1 显示，对性别、婚姻状况和配偶工作情况进行控制后，(1)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对每日工作-家庭增益路径系数为 0.178，p<0.001。(2)每日挑战性工作

压力对每日工作专注度的路径系数为 0.260，p<0.001，每日工作专注度对每日工作-家庭增

益的路径系数为 0.086，且每日工作专注度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0.022)，95%的置信区间为

[-0.003, 0.049]，包含 0。(3)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放松的路径系数为-0. 236，p<0.001，

每日放松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路径系数为 0.442，p<0.001，且每日放松的中介作用显著(B 

= -0.104)，95%的置信区间为[-0.147, -0.065]，不包含 0。(4)每日工作专注度对每日放松的路

径系数为 0.020，且每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放松在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和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B =0.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11, 0.016]，包含 0。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链式中介结构的假设并不成立。 

 

意见 5：作者在对日间变动模型推理中，未提挑战性需求日间下降对放松造成何种影响，亦

未提挑战性需求日间上升对工作专注度造成何种影响。另外，每日模型中比较两条路径效应

时，判断标准为工作需求影响的距离远近(H1c)，而在日间变动模型中比较效应时，却采用

资源保存理论的“损失优先”原则进行解释(H2d)。请问同是对比中介路径，作者在推导时

选择理论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补充了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下降对每日放松影响论述，

和挑战性工作压力日间上升对每日工作专注度的影响论述。具体如下：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化存在两种变化方向——日间下降变化和日间上升变化，即

相较于前一日，当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出现减少或增加的趋势。当挑战性工作压力出现日间

下降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逐渐减少，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心增加。因此，挑战性工作压

力的“积极影响”更容易发挥作用，一方面使得员工更容易专注于当前的工作中，另一方面

相较于前一日挑战性工作压力较高的状态，员工的时间、精力得以保留，精神疲惫感下降，

更容易进入放松状态。即随着挑战性工作压力呈现日间下降趋势，员工会增加工作专注度以

期完成工作任务，或进入放松状态，进而促进员工增加对家庭领域的投入，增强工作对家庭

的增益(李爱梅等，2015)。 

与此相反，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上升变化幅度越大，意味着时间压力的增加、工作责

任的加大和焦躁情绪的增加(张亚军, 肖小虹, 2016)，凸显挑战性工作压力作为一种“压力”

的属性，这对员工是一种不确定的压力。当不确定性的压力逐渐增大时，个体可能会丧失信

心，产生能否顺利完成挑战性工作的忧虑，而这种忧虑让员工无法全身心的专注于当前的工

作之中。同时也需要员工付出更多的资源(如时间、精力和体力)去应对，会造成个体心理的

紧张，不利于自身的放松，进而造成员工的资源耗竭，使员工当日以疲惫的状态投入家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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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领域，阻碍当日工作向家庭的增益。” 

针对您的第二个问题，日间变动模型中中介路径比较的理论依据问题。在修改稿中，我

们重构了文章假设的论述结构，从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两个视角，探究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

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在静态模型中，我们强调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增益路径”和“损耗路径”

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的“双刃剑”影响，并且比较两条路径，哪一条路径作用更强。而在动

态模型部分，我们研究重点不在关注两条路径的比较之上，重点强调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动

态变化性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即在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层面，探究挑战性工作压力的

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因此，在动态模型中，修改稿删除了日间变

动模型中关于中介路径比较的假设。 

 

意见 6：1.4 波动水平模型推理中，作者强调变化幅度大的挑战性需求会使员工产生不确定

压力，从而影响工作专注度和放松，减少长期工作-家庭增益。请问该部分推理采用的是什

么理论？另外，请作者充分结合理论解释：为何与每日模型、平均水平模型相比，日间变动

模型和波动变化模型中挑战性需求对工作专注度产生负面的影响作用(H2a、H4a)？ 

回应：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采用不确定管理理论，来解释动态模型中挑战性工作压力

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对员工共工作-家庭增益的动态性影响。不确定管理理论指出，人们

在生活中对于确定的、一成不变的事物存在安全感。当某一事物经常变化，且变化幅度范

围较大时，会给人们带来不确定性(Van den Bos, 2001)。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压力属性”的一面，对工作专注度和放松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减少工作-

家庭增益。具体论述请见修改稿中第 7-9 页。 

针对您的第二个问题，在日间变动模型中，我们重新论述了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上升

变化和日间下降变化如何负向影响员工每日工作专注度(H4a)。请参见我们对于上一问题(二

(4))中问题的回答。对于波动变化模型中，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对长期工作专注度的

负向影响作用(H5a)，论述如下： 

“当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一致时，这种不可预测性将会阻碍一个

人在工作中对挑战性工作压力形成一个稳定的理解，从而给员工造成一种不确定的压力，这

需要员工付出更多的资源去应对，同时也会造成人们心理的紧张(Wang et al., 2019)。这一论

点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例如，De Cremer(2003)发现领导行为波动变化较大会降低领

导的可信度，并且导致下属和领导之间关系不确定性的负面评价；Matta 等(2017)认为，研

究人际公平的波动变化可能比人际公平感知的平均水平更为重要，与始终保持不变的人际公

平(或人际不公平)相比，人际公平的变化波动(variability)对员工造成更大的生理压力和情绪

困扰。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理压力有可能超出挑战性工作压力的积极影响，让员

工产生对于挑战性工作压力不确定性的担忧，无法专注于当前工作，也无法放松，进而阻碍

工作向家庭的增益。如：两位员工(员工 A 和员工 B)在一段时间内经历的挑战性工作压力的

平均水平相似，但员工 A 所经历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不大，而员

工 B 所经历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波动范围很大。我们可以预期，员工 B

需要比员工 A 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挑战性工作压力及其变化。基于上述讨论，我们预期： 

H5a：在个体间层次，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负向影响长期的工作专注度及放松。” 

在修改稿中，我们在假设推导部分进行了较大修改，理顺了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的论证

逻辑。主要修改部分在“问题提出”的小节里面，请参见正文当中的修改第 1-9 页。希望我们

的修改可以有针对性的回答了您的问题，并能够让您满意，如有不符合您建议的地方，我们

期待您进一步的指导和答复。 

 

意见 7：作者在进行验证因子分析的时候，为何要选用卡方除以自由度的指标？目前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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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用? χ2 和? df 作为衡量指标，建议作者修改。另外，考虑到作者的数据是每一天同一个

时间点测量的，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当然，作者在研究局限部分进行了

探讨，但是作者的结论似乎是错误的，在模型比较中，如果选用? χ2 和? df 作为衡量指标，

那么加入共同偏差因子之后的模型与假设四因子模型的卡方值差异为? χ2=16.58，? df=13，

通过卡方值表得知两个模型之间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作者却说加入共同偏差因子之后的模型

显著差于四因子模型。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在心理学报官方网站的系统里，关于您这一条建议的全部信

息没有显示完全，一些符号的显示出现了乱码，如“ χ2”和“? df”等。所以可否与您确认，

这条意见的完整意思是：“补充 Δχ
2 和 Δdf 结果，将其作为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

标”？我们通过补充 Δχ
2和 Δdf 的值，完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汇报方式，请见修改稿中第 12

页。 

参照 Hu 和 Bentler (1999)推荐的衡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优度的指标，我们选取 χ
2、df、

Δχ2、Δdf、CFI、TLI、RMSEA 和 SRMR 作为检验模型区分效度的指标。在修改稿中，我们

补充了 Δχ
2 和 Δdf 的值，结果表明，四因素模型 χ

2
(96)= 285.23, p<0.001; χ

2
/df =2.97<3; 

CFI=0.94>0.9; TLI=0.93>0.9; RMSEA=0.05<0.08, SRMR=0.06<0.08，与任意一个三因素模型，

例如 Δχ
2
=516.64，Δdf=5, p<0.001，以及任意一个二因子模型，例如 Δχ

2
=1162.02，Δdf=2, 

p<0.001，以及单因素模型，Δχ
2
=1709.15，Δdf=1, p<0.001，拟合效度最好，明显优于其他模

型。由此可见，研究所涉及的四个主要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构

念。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 R2 所示。 

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加入共同潜在因子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
2
=301.81, df=83, 

CFI=0.93, TLI=0.90, RMSEA=0.06, SRMR=0.05)，相较于四因子模型 (χ
2
=285.23, df=96, 

CFI=0.94, TLI=0.93, RMSEA=0.05, SRMR=0.06)，Δχ
2
=16.58，Δdf=13, 查表可知 p<0.25。虽

然加入未测量潜在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没有显著变化，但是模型拟合指数的 χ2 变大，自由

度变小，χ
2
/df 的值大于 3，CFI 和 TLI 变小，我们认为，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构成数据中的严

重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我们也补充了 Herman 单因子检验，结

果表明，未经旋转的特征值大于 1 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23.757%，远低于

Podsakoff 等(2003)临界值标准(40%)。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为更加严谨研究设计，我们也在局限于研究展望中讨论了，鼓励未来研究可考虑从

多源获取数据，也可以考虑开展分时点的日记研究法，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R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Δχ2 Δ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素模型：挑战性工作

压力、工作专注度、放松、

工作-家庭增益 

285.23 96 2.97 - - 0.94 0.93 0.05 0.06 

三因素模型：挑战性工作

压力、工作专注度+放松、

工作-家庭增益 

801.87 101 7.94 516.64 5 0.79 0.75 0.09 0.12 

二因素模型：挑战性工作

压力+工作专注度+放松、

工作-家庭增益 

1963.89 103 19.07 1162.02 2 0.43 0.34 0.15 0.19 

单因子模型：挑战性工作

压力+工作专注度+放松+

工作-家庭增益 

3673.04 104 35.32 1709.15 1 0.00 -0.26 0.21 0.23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意见 8：作者需要报告个体内水平的 SD 和个体间水平的 SD，另外，考虑到文章有很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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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间变量，作者应该分开表述个体内变量的相关性和个体间变量的相关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在原文的表 2 中，我们用相关系数矩阵中的下三角代表个体

内变量的相关性，用相关系数矩阵的上三角代表个体间变量的相关性。这种表示方式可能给

读者带来理解偏差，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个体间水平的标准差，同时分别汇报个

体内和个体间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表 R3 和表 R4 所示，请见修改稿中第 13页。 

表 R3  个体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1.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3.26 0.81 1       

2. 每日阻断性工作压力 2.73 0.73 0.46** 1      

3.挑战性工作压力日间变动 0.23 0.53 0.62** 0.20** 1     

4.阻断性工作压力日间变动 -0.11 0.52 0.15** 0.58** 0.16** 1    

5. 每日工作专注度 3.09 0.68 0.32** 0.19** 0.07 -0.02 1   

6. 每日放松 3.50 0.76 -0.24** -0.24** -0.22** -0.23** -0.06 1  

7.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3.35 0.81 0.08* -0.19** -0.12** -0.15** 0.10** 0.37** 1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 

 

表 R4  个体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59 0.49 1          

2. 婚姻状况 1.79 0.46 0.07 1         

3. 配偶工作情

况 
1.94 0.67 -0.07 0.43** 1        

4. 挑战性工作

压力平均水平 
3.28 0.58 -0.07 -0.24** -0.05 1       

5. 阻断性工作

压力平均水平 
2.73 0.52 0.05 -0.27** -0.11** 0.52** 1      

6. 挑战性工作

压力波动变化 
0.53 0.24 -0.02 -0.07 -0.08* -0.27** -0.17** 1     

7. 阻断性工作

压力波动变化 
0.49 0.23 0.02 -0.13** -0.25** 0.04 0.12** 0.56** 1    

8. 长期工作专

注度 
3.10 0.41 -0.07 -0.16** 0.08* 0.41** 0.29** -0.29** -0.11** 1   

9. 长期放松 3.49 0.51 -0.19** -0.00 0.04 -0.12** -0.15** -0.20** -0.15** 0.02 1  

10. 长期工作-

家庭增益 
3.35 0.61 -0.09* 0.11** 0.25** 0.18** -0.19** -0.37** -0.22** 0.16** 0.49** 1 

注：N(个体间层面)= 81, 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 

 

意见 9：作者的数据是 multilevel 的结构，路径系数的报告应该用?，而不是?。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关于您这一条的意见同样出现了乱码，“路径系数的报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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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而不是?”。烦请再次跟您确认，这条评审意见是“用 B 表示非标准化路径回归系数，

而非用β 表示路径系数”？针对您的这条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对多层路径系数的报告用

B 表示，请见修改稿第 14-16 页。 

 

意见 10：作者的中介是如何进行检验的？作者在统计分析方法部分没有介绍，考虑到每日

模型和日间变动模型都在个体内层次，作者需要采用 Monte Carlo 模型检验中介效应。作者

在结果表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该数据是同一天同一时间点测量的，因此变量之间只能表明

相关关系，不能表明因果关系，但是作者在结果表述中强调了太多“正向预测”，“负向预测”，

建议作者修改。 

回应：我们非常抱歉在分析部分对中介检验的介绍不够详细，依据您的评审意见，我们用蒙

特卡洛方法重新检验了模型的中介效应，同时也在结果汇报部分删除了“正向预测”、“负向

预测”等语句，在修改稿中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请见第 14-16 页。 

如表 R5 所示，在静态模型中，个体内层面，每日模型中，每日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

估计值为 0.056, p<0.05，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05, 0. 110]，中介效应显著；每日放

松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5, p<0.05，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100, -0.007]，中介效应

显著。个体间层面，平均水平模型中，长期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006，95％的

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19, 0.031]，区间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长期放松的中介效应估

计值为-0.091，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121, -0.061]，中介效应显著。 

根据表 R6，在动态模型中，日间变动模型中的个体内层面，每日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

应估计值为 0.033，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10, 0. 077]，区间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

著；每日放松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68，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129, -0.012]，中介

效应显著。在个体间层面，在波动变化模型中，长期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08，

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42, 0.026]，区间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长期放松的中介

效应估计值为-0.294，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396, -0.200]，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进一

步验证了原稿中 Bootstrap 中介检验的结论，从侧面也证明了本篇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

的稳健性。 

表 R5  蒙特卡洛法静态模型中介效应表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Monte Carlo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6* 0.028 0.005 0.110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放松 → 每

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0* 0.025 -0.100 -0.007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工作

专注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06 0.013 -0.019 0.031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91*** 0.016 -0.121 -0.061 

注：N(个体间层面)= 81，N(个体内层面)= 645.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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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6  蒙特卡洛法动态模型中介效应表 

动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Monte Carlo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工作

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33 0.024 -0.010 0.077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68* 0.029 -0.129 -0.012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 → 长期工作

专注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08 0.021 -0.042 0.026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294*** 0.052 -0.396 -0.200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意见 11：对作者 H1c 的结果存疑，希望作者能提供计算 H1c 的语句。从字面来看，每日工

作专注度的间接效应是 0.06，每日放松的间接效应是-0.05，所以作者写到，两个中介的差

异是 0.11，是否作者就是按照 0.06-(-0.05)计算得出？如果是这样，那作者的比较应该是每日

专注度 0.06 和每日放松 0.05 的差异比较，而不是 0.06 与-0.05 的比较。同样，其他三个模

型的比较也存在这个问题。 

回应：对原文中关于中介效应比较方法的表达不够详细，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我们在修

改稿中对中介比较的方法进行了相应修改，请见修改稿第 18-20 页，同时我们将中介比较的

Mplus 语句作为附件放在回复信后，请见回复信第 34 页。 

本篇模型结构属于“1-1-1”模型，应用传统 MLM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函数为

,其中 a 代表自变量对第 i 个中介的路径系数，b 代表第 i 个中介对因变量

的路径系数，caibi代表两个路径的协方差。与此同时，本研究模型也属于并行多重中介模型，

反映了工作专注度和放松同时在挑战性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情形。

因此，本篇文章采用多元德尔塔法比较不同中介路径(delta method of contrasting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的效应差异值，比较函数为 ，其中

ai代表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专注度的路径系数，bi代表工作专注度对工作-家庭增益的路径

系数，caibi代表路径的协方差，aj代表挑战性工作压力对放松的路径系数，bj代表放松对工

作-家庭增益的路径系数，cajbj代表路径的协方差。参考柳士顺和凌文辁(2009)的并行多重中

介比较文章，本篇文章之所以应用不同中介的绝对差异而非仅仅考虑效应量(两种中介路径

之间的相对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工作专注度代表的“增益路径”和放松代表的“损耗路

径”，从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中介路径机制，即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增加工作专注度，

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增益，而挑战性工作压力也通过减少放松，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增益。换

句话说，本篇文章中的中介效应差异 0.11 既考虑了两条不同中介路径的效应量差异，又考

虑了两条路径所代表的理论上的中介效应差异。 

希望我们的论述能够解答您的疑惑，期待您的反馈。 

 

意见 12：作者还应该报告每个模型的 pseudo-R2 值。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我们仔细查阅文献，参考 Lam, Wan 和 Roussin(2016)基于

SEM 论文中关于 pseudo-R
2 的汇报方式，在修改稿的表格中，我们增加了 pseudo-R

2的数据

结果，见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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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衷的感谢您的指导和帮助，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在帮助我们如何重新梳理理论与论

文框架和假设的契合，以及每一个假设的推导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帮助我们

规范了方法部分结果的分析和汇报。希望我们对您意见的回复，以及对整篇文章的修改能够

让您感到满意，同时也诚挚的期待您进一步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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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每日水平模型中介比较的 Mplus 命令语句 

Title: 1; 

Data:File is "C:\Users\Desktop\运行数据.csv"; 

Variable:names are GID gender age mar child sw edu woy pac poq resi shicha shihin 

                Dcha Dhin Dabs Drel Ddet Dwfe avecha varcha avehin 

varhin aveabs averel avedet avewfe; 

USEVARIABLES ARE GID Dcha Dabs Drel Dwfe; 

  CLUSTER=GID; 

  MISSING ARE ALL(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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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 Dcha; 

BETWEEN = ; 

ANALYSIS: 

TYPE = TWOLEVEL RANDOM; 

MODEL: 

%WITHIN% 

   sa | Dabs on Dcha; 

   sb | Dwfe on Dabs; 

   sc | Dwfe on Dcha; 

   sd | Drel on Dcha; 

   se | Dwfe on Drel;  

  %BETWEEN% 

   sa sb sc sd se Dabs Drel Dwfe; 

   [sa] (a); 

   [sb] (b); 

   [sd] (d); 

   [se] (e); 

   sa WITH sc Dabs Dwfe; 

   sb WITH sc Dabs Dwfe; 

   sc WITH Dabs Dwfe; 

   Dwfe WITH Dabs; 

   sa WITH sb(cab); 

   sd WITH sc Drel Dwfe; 

   se WITH sc Drel Dwfe; 

   sc WITH Drel Dwfe; 

   Dwfe WITH Drel; 

   sd WITH se(cde); 

MODEL CONSTRAINT: 

   NEW (ind1 ind2 diff); 

   ind1 = a*b+cab; 

   ind2 = d*e+cde; 

   diff = ind1-ind2; 

OUTPUT: tech1; 

 tech3; 

 

……………………………………………………………………………………………………… 

 

审稿人 2意见： 

 建议文章的可推进之处： 

 

意见 1：在问题与假设的提出中，从相关图来看，作者也收集了阻断性需求的数据，为何不

考虑将挑战性需求与阻断性需求一并研究而只选择了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

如，在控制阻断性需求后，探讨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机制以及在控制挑战性需求

后，探讨阻断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机制，会有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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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为我们丰富完善文章逻辑提供了重要思路。一方面，我们对问题

的提出，即为什么只研究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在理论上重新进行

了论证；另一方面，我们增加了 2 个补充分析，补充分析 1 探究在控制阻断性工作压力后，

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补充分析 2 探究在控制挑战性工作压力后，

阻断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 

本文没有将阻断性工作压力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

从理论上来看，工作压力可以分为挑战性工作压力和阻断性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压力是指

使个体有机会掌握新知识、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工作要求，包括时间压力、学习需求，并

伴随工作的高度责任等，具有潜在的报偿性(O'Brien & Beehr, 2019)；阻断性工作压力是指那

些被员工视为个人成长障碍，或者干扰和限制了个人达成目标的能力的工作要求(Cavanaugh 

et al., 2000)。以往研究对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消极作用已经达成共识(Le Pine et al., 2005)，但

是对于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即相较于阻断性工作压力，挑战性工

作压力对员工的影响更加复杂，目前已被发现的关系包括正向关系和曲线关系(王甜等，

2019)。由于职场环境中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普遍存在性(Prem et al., 2016)，且因其具有挑战性

而存在的“资源属性”，而本质上又是一种工作压力。因此，从挑战性工作压力的“资源属

性”和“压力属性”的双重属性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全面探讨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

庭增益的影响。此外，鉴于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以及“每日水平模型”，

“平均水平模型”，“日间变化模型”和“波动变化模型”四个模型，从多方位，多视角，多

层次对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框架已经相对较

为复杂。如果加入阻断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一方面冲散了本文的研究焦点，

另一方面也限于篇幅的限制，所以未将阻断性工作压力纳入研究框架中。 

其次，在方法上，针对您的建议，我们也做了 2 个补充分析。补充分析 1 是加入性别、

婚姻状态、配偶工作情况、阻断性工作压力后，探究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

响机制，表 R7 为静态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表 R8 为动态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表 R9 为静

态模型中介结果，表 R10 为动态模型中介结果；补充分析 2 是控制性别、婚姻状态、配偶

工作情况、挑战性工作压力后，检验阻断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表 R8

为阻断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 

在静态模型中，在个体内层面，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专注度(B=0.375, 

p<0.001)，每日放松(B= -0.152, p<0.05)呈显著的相关关系；每日工作专注度与每日工作-家庭

增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 0.180, p<0.01)，每日放松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显著正相关

(B=0.421, p<0.001)。用蒙特卡洛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每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

放松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0.056 和-0.050，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05, 0.110]和[-0.100, 

-0.007]，区间均不包含 0，证明每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放松的中介效应均显著。通过对比两

个中介的效应值，以及二者之间差异显著(差异值=0.106, p<0.01)，我们可知在每日水平模型

中，每日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更为显著，即“增益路径”更为显著。在个体间层面，挑战性工

作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工作专注度正相关(B=0.196, p<0.05)，与长期放松(B= -0.133, ns)的

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长期工作专注度与长期工作 -家庭增益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0.009, ns)，长期放松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0.567, p<0.001)。长

期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019，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03, 0.036]，区间不

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长期放松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48，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

[-0.073, -0.024]，区间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两个中介的差异值显著(差异值=0.067, 

p<0.001)，且通过对比两个中介效应值大小，“损耗路径”更为显著。也就是说，挑战性工

作压力的平均水平通过减少长期放松，从而降低员工的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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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模型中，个体内层面，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对每日工作专注度(B= -0.267, 

p<0.001)和放松(B= -0.168, p<0.05)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每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工作-家庭

增益(B= 0. 180, p<0.01)呈正相关关系，而每日放松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显著正相关

(B=0.421, p<0.001)。每日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033，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

为[-0.010, 0.077]，区间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每日放松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68，

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129, -0.012]，区间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在个体间层面，

在波动变化模型中，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与长期放松呈显著的负相关(B= -0.590, 

p<0.05)，而与长期工作专注度(B=-0.337, ns)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长期工作专注度与长期工作

-家庭增益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0.009, ns)，长期放松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B=0.567, p<0.001)。用蒙特卡罗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工作专注

度和长期放松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20 和-0.128，95%的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045, 0.001]

和[-0.184, -0.075]，证明长期工作专注度的中介不显著，而长期放松的中介效应显著。 

补充分析 2 是在控制性别、婚姻状态、配偶工作情况、挑战性工作压力后，阻断性工

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路径分析结果。表 R8 结果表明，在静态模型中，个体

内层面的每日阻断性工作压力对每日工作-家庭增益呈显著的负相关(B=-0.365, p<0.001)，而

对每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放松均无显著负相关关系(B=0.104, ns; B= -0.091, ns)。这一结果证

明，一方面，研究结果再一次验证了以往文献中的研究结论，即阻断性工作压力作为一种“负

向”的工作压力，会消耗员工的个人资源，给员工带来消极影响(Demerouti & Bakker, 2011)，

如工作-家庭增益；另一方面，每日阻断性工作工作压力显著降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而每

日工作专注度和每日放松两条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这也说明每日阻断性工作压力并非通过每

日放松负向减少每日工作-家庭增益，即二者之间还存在其他的中介机制。在个体间层面，

阻断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 -0.407, p<0.001)，

而对长期工作专注度的正相关关系和长期放松的负相关关系均不显著(B=0.076, ns; B= 

-0.123, ns)。 

在动态模型中，个体内层面的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对每日工作专注度、每日放松

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0.152, p<0.05; B=-0.213, p<0.01)，而对每日工作-家庭增益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B=0.156, p<0.05)。这一结果表明，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通过其他的

“增益路径”正向影响每日的工作-家庭增益。在个体间层面，在波动水平模型中，阻断性

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对长期工作专注度(B=-0.030, ns)、长期放松(B=0.016, ns)和长期工作-

家庭增益(B=0.213, ns)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且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对长期工作-家庭

增益的影响方向仍需进一步探讨，我们鼓励未来研究继续探究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对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基于补充分析的结果，且鉴于本文已有理论模型的复杂性与整篇论文的篇

幅限制，我们将本文的研究重点暂时关注于，深入且全面的探究挑战性工作压力求对工作-

家庭增益的影响机制。考虑到模型中加入阻断性工作压力的结果，全文内容较多，因此暂

时未将阻断性工作压力的相关内容加入研究框架之中，但在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中对此问

题进行了探讨。如您认为在研究框架中加入阻断性工作压力更为合适，我们将在下一轮的

修改中将其加入到研究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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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分析 1：控制个体内每日阻断性需求、阻断性需求的日间变动和个体间阻断性需求的平均水平和波动

水平 

表 R7  静态模型中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B(SE) 放松 B(SE) 工作-家庭增益 B(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

水平 
0.196*(0.082) -0.133(0.093) 0.220(0.117)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09(0.138) 

长期放松   0.567***(0.097)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0.375***(0.074) -0.152*(0.075) 0.298**(0.108) 

每日工作专注度   0.180**(0.263) 

每日放松   0.421***(0.048)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结果。控制变量为个体间层面的性别、婚姻状态、配偶
工作情况、阻断性工作压力. *p<0.05. **p<0.01. ***p<0.001. 

 

表 R8  动态模型中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B(SE) 放松 B(SE) 工作-家庭增益 B(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

水平 
-0.337(0.229) -0.590*(0.294) -0.525(0.281)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09(0.138) 

长期放松   0.567***(0.097) 

个体内层面变量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

变动 
-0.267***(0.071) -0.168*(0.072) -0.339**(0.102) 

每日工作专注度   0.180**(0.263) 

每日放松   0.421***(0.048)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结果。控制变量为个体间层面的性别、婚姻状态、配偶
工作情况、阻断性工作压力. *p<0.05. **p<0.01. ***p<0.001. 

表 R9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分析比较表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6* 0.028 0.005 0.110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放松 → 每

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0* 0.025 -0.100 -0.007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工作

专注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19* 0.008 0.003 0.036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48*** 0.011 -0.073 -0.024 

 中介比较 

每日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106** 0.032 0.044 0.168 

平均水平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067*** 0.014 0.040 0.095 

注：N(个体间层面)= 81，N(个体内层面)= 645. 控制变量为个体间层面的性别、婚姻状态、配偶工作情况、阻断性工作压力.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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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10  动态模型中介效应表 

动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工作

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33 0.024 -0.010 0.077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68* 0.029 -0.129 -0.012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水平 → 长期工作

专注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20 0.011 -0.045 0.001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水平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128*** 0.027 -0.184 -0.075 

注：N(个体间层面)= 81，N(个体内层面)= 645。 控制变量为个体间层面的性别、婚姻状态、配偶工作情况、阻断性工作压力。
*p<0.05. **p<0.01.***p<0.001. 

 

补充分析 2：控制个体内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和个体间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

均水平和波动水平 

 

表 R11  阻断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B(SE) 放松 B(SE) 工作-家庭增益 B(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阻断性工作压力的平均

水平 
0.076(0.073) -0.123(0.107) -0.407***(0.111) 

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波动

水平 
-0.030(0.256) 0.016(0.305) 0.213(0.277)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38(0.140) 

长期放松   0.526***(0.094)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阻断性工作压力 0.104(0.062) -0.091(0.088) -0.356***(0.090) 

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日间

变动 
-0.152*(0.059) -0.213**(0.078) 0.156*(0.069) 

每日工作专注度   0.075(0.062) 

每日放松   0.390***(0.051)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结果. 控制变量为性别、婚姻状态、配偶工作情况、挑战
性工作压力. *p<0.05. **p<0.01. ***p<0.001. 

 

意见 2：对于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中介路径的提出，也需进一步考虑。作者提出，

在“增益”上，由于挑战性需求增加而更加专注，并通过提升效率更有精力投入家庭以及通

过获得成就、满足两个方面发挥工作-家庭增益作用，这其中的逻辑是挑战性需求-专注(投

入精力)-自我效能-工作家庭增益，如能检验自我效能的作用更好。在“损益”上，由于挑

战性需求增加而投入更多精力，更易疲惫，更难体验到放松而降低对工作-家庭增益感知，

这里的表述反映的是挑战性需求超过一定阈值后投入将起到反作用，但作者却仅考虑放松的

中介可能并不能检验提出假设的思路。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我们重新论证本文的逻辑推导非常有启发性。在这一轮

的修改中，结合评审们的意见，我们重新梳理了论文的逻辑框架。从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全

面深入的对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进行分析。在静态模型中，讨论挑战性

工作压力是否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双刃剑”的影响，及哪种路径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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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更为显著。在动态模型中，检验挑战性工作压力在时间变化维度，即挑战性工作压力

日间变动的方向性与波动变化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 

   在论证挑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影响的“增益路径”时，结合资源保存理论中的

“资源获得”观点，认为挑战性工作压力可以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工作本身的趣味性、挑

战性能够吸引员工更加专注在工作中。而完成挑战性工作压力所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能够

增加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其自身的成长，习得的技能也能够帮助其更好的处理家庭事务。我

们也高度认同您的观点，在模型中加入自我效能并检验其作用能够更好的解释挑战性工作压

力的作用机理，但是我们在研究设计之初，未收集自我效能感及相关的变量，我们也将此放

在了未来研究展望中予以讨论，呼吁未来研究可以检验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工作压力与结果

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其次，在“损耗路径 ”的讨论上，挑战性工作压力虽然会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但对

员工来说仍然是一种压力(Webster & Adams, 2020)，会耗损员工的心理资源和体力。我们用

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损耗”观点来解释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损耗”路径产生的负向影

响。当个体面对工作任务带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时，本质上是对个体资源的消耗(李爱梅等, 

2015)，挑战性工作压力越大，意味着所需要占用个体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个体在全情投入

工作的同时也越不容易放松(Bennett et al., 2018; Kim et al., 2018)，进而减少其在时间和精力

上对家庭领域的投入，降低员工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感知。因此，从理论层面，我们预期挑

战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存在着线性的影响效应。然而，我们仍非常认同挑战性工作

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也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即挑战性工作压力超过一定阈值

后会对员工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我们对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放松中介影响工作-家庭增

益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如表 R12 所示，静态模型中，在个体内层面，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负向影响每日

放松(B= -0.253, p<0.001)，而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方项与每日放松的关系不显著(B= 

-0.089, ns)。这表明，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不存在倒 U 型关系；在个体

间层面，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对长期放松无显著影响(B= -0.084, ns)，且二次方项对

长期放松并不显著(B= 0.073, ns)，证明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放松并不存在倒 U

型关系。综上所述，本篇研究认为在“损耗路径”中，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二

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非非线性关系。我们在局限于未来研究展望中探讨了未来研究可以

以更加严谨的研究设计探讨挑战性工作压力应维持在何种“程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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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分析 

表 R12  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非线性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B(SE) 放松 B(SE) 工作-家庭增益 B(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

水平 
0.288***(0.078) -0.084(0.086) 0.277**(0.086) 

挑战性工作压力平均水

平 平方项 
 0.073(0.071) 0.308***(0.092)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60(0.119) 

长期放松   0.605***(0.089)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0.267***(0.054) -0.253***(0.063) 0.184*(0.074)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平

方项 
 -0.089(0.048) 0.077(0.074) 

每日工作专注度   0.094(0.056) 

每日放松   0.448***(0.052) 

注：N(个体间层面)= 81，N(个体内层面)= 645。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结果。 *p<0.05. **p<0.01. ***p<0.001. 

 

意见 3：本每日模型、日间变动模型、平均水平模型和波动变化模型分别是研究什么问题时

开始使用的，研究波动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何可以使用日记法同一批数据进行

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于同一批数据分析。这一问题的理解与分析直接关系本研究的价

值，但本研究并未进行充分阐释这四种模型使用的背景与依据。从本研究附件测量来看，本

研究是使用日记法连续两周数据对四个模型进行分析的。使用两周工作日的数据均值来代表

某段时间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是可以的，但两周能否代表实际工作中的长期挑战及其波动还需

商榷。另外，人们的休闲放松主要在周末，工作日连续两周每天放松的均值可否代表此段时

间放松需考虑。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研究波动的学术与实践价值，我

们在“问题提出”部分和“理论贡献”部分均论述了挑战性工作压力的不同属性，即“不同

个体间平均水平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

化”，以及一段时间内“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水平”的概念及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

请见修改稿中“问题提出”部分(第 1-9 页)和“理论贡献”部分(第 18-20 页)。 

首先，从“静态”视角来看，挑战性压力是指能够给员工带来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工作任

务，包括工作量大、工作时间紧迫及工作责任范围广等(e.g. Cavanaugh et al., 2000)。员工个

体间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平均水平存在差异，即一些员工的平均水平高而另外一些员工的平均

水平低。目前，个体间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水平的差异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而个体内的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孙健敏等,2018)。Tadić 等(2014)指出，每日的挑战

性工作压力来自于员工对每日具体工作任务的判断，由于个体内每日具体工作任务的差异，

可能会出现某天挑战性工作压力低，而另一天挑战性压力高的情况，即同一员工在不同工作

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水平可能会有所不同，并呼吁未来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每日的挑战性工作

压力对员工的影响。也就是说，挑战性工作压力不仅仅存在不同个体间的平均水平的变化，

还存在个体内每日经历的挑战性工作压力水平的变化。因此，本研究用静态模型来全面捕捉

个体内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水平和个体间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对员工的影响。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从“静态”视角检验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水平高低(dail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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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verage level)对于员工的影响而言，从“动态”视角检验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变化”(variance)

对于员工的影响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孙健敏等, 2018)。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日间变动(daily 

shifts)是指连续两天的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变动情况，会存在日间上升变化和日间下降变化，

这两种变化趋势对员工如何认知挑战性工作压力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 Wang 等(2019)发

表在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上的文章检验了人际公平感知的日间变动对于员工每日

心理脱离和每日情绪的影响，研究表明，人际公平感知日间变动的方向性通过增加每日心理

脱离，进而增加每日的积极情绪，减少每日的消极情绪。 

再次，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动变化(variability)是指一段时间内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整体变

化波动情况。在一段时间内，挑战性工作压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一直保持在稳定水

平状态的，可能受到临时工作任务或者时间截点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

变化。而挑战性工作压力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并没有反映在以往研究的研究中(孙健敏

等, 2018)，为弥补现有研究的疏漏之处，本研究用波动变化模型来探究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波

动变化情况对员工的影响。换句话说，挑战性工作压力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对员工来说

也有着不同的差异，即一段时间内经历较为一致的挑战性压力水平的员工，和在一段时间内

挑战性压力经历波动起伏较大的员工，二者的感受和行为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如 Matta 等

(2017)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文章检验了个体间员工公平感知的波动性

(variability)对工作不确定性与员工压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即当个体间公平感知波动越小时，

工作不确定与员工压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 

针对您关于用均值代表实际工作中的长期挑战性工作压力及其波动和放松是否合适的

问题，我们回复如下： 

首先，根据 Matta 等(2017)发表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和 Wang 等(2019)发表

在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的研究文献，将连续 2 周(10 个工作日)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均

值作为衡量长期平均水平(chronic)，且将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作为衡量其波动变化的观

测值得到了学者的认可，因为员工对一段时间内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感知就是基于每日挑战性

工作压力认知的累积。据此，我们也延续以往研究的做法，采用 10 个工作日的每日挑战性

工作压力的均值代表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用 10 个工作日的标准差代表挑战性工作

压力的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与此同时，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average level)、日

间变化(daily shift)和波动变化(variability)是在为期 10 天的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daily level)

的数据基础上通过计算得出的。因此，根据以往研究，静态模型中的每日水平、平均水平，

动态模型中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来源于同一批数据，不存在不同批次的数据进行合并的问

题。 

其次，基于本文的研究理论基础，我们在论述时强调员工在全情投入工作的同时，也就

意味着其无法得到放松。所以我们测量的是在每一个工作日之内，员工在这一天当中的放松

情况，包括工作间隙的放松以及完成一天工作后的放松。我们也非常赞同员工周末的放松会

影响下一周的工作状态和对工作压力的感知，为更严谨的研究设计，我们在未来局限与展望

中，希望未来研究可以加入员工周末的放松，进一步检验周末的放松是如何帮助员工应对下

一周工作压力的。 

最后，在收集问卷时，我们在开展日志研究前的上一个周末，收集了员工在近一段时间

内对挑战性工作压力和阻断性工作压力问卷，随即展开为期一周的日志变量(每日挑战性需

求、每日工作专注度、每日放松和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在第一周周末又收集了员工

对最近一段时间内工作专注度和放松的问卷，然后开展第二周的日志变量测量。在日志问卷

收集完成后的周末，我们又收集了员工对于工作-家庭增益的感知。也就是说，我们开展了

间隔每一周共三期的时点调查问卷，在时点 1 测量了本模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自变量(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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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性/阻断性工作压力)，时点 2 测量了中介变量(工作专注度和放松)，时点 3 测量了结果变

量(工作-家庭增益)。表 R13 是用时点数据进行补充分析后的结果。 

表 R13  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路径分析结果(时点数据)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B(SE) 工作放松 B(SE) 工作-家庭增益 B(SE) 

挑战性工作压力 0.053(0.103) -0.203(0.108) 0.200(0.138) 

工作专注度   0.236(0.145) 

放松   0.401**(0.139) 

注：N=81，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数据结果. *p<0.05. **p<0.01. ***p<0.001. 

 

根据表中数据可知，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工作专注度(B=0.053, ns)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B=0.200，ns)，与放松的负相关关系也不显著(B= -0.203, ns)；工作专

注度与工作-家庭增益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0.236, ns)，而放松与工作-家庭增益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B=0.431，p<0.01)。工作专注度在挑战性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中介

作用并不显著(B=0.014，ns)，Bootstrap 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042, 0.070]，区间包含 0。

放松在挑战性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中介作用也不显著(B= -0.112，ns)，Bootstrap

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250, 0.027]，区间包含 0。 

综合前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补充分析的结果，用均值代表实际工作中的长期挑

战性工作压力及其波动和放松是可以接受的。 

 

意见 4：测量问题。Rodell 和 Judge 的量表一共 8 个题目测量挑战性压力，本研究中报告共

4 题，基于何种考虑。相比于其它测量质量指标，专注的内部一致性较低，这是否与其中的

反向题有关。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根据以往研究，在经验取样法的问卷设计过程中，为了减少

对被试的打扰和降低其心理负担，采用经验取样法的研究通常采用缩减版的量表进行变量测

量，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采用经验取样法收集员工自评数据，需要被试在纸笔测

验中，或手机端及电脑端连续多个工作日每日填答问卷。如果问卷设计得过长，对被试而言，

每日的问卷填答为其日常工作与生活加上多余的工作量，造成被试的疲劳，影响数据质量。

因此，经验取样法的测量问卷通常选取测量题项较少的量表，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和减少被

试的心理负担(Ohly et al., 2010)，这种做法也得到了采用经验取样法进行问卷调查的学者们

的一致认可。如 Tims 等(2014)依据量表题项的因子载荷，选择了最高因子载荷的测量条目

来设计调查问卷。其次，对挑战性/阻断性工作压力的测量，部分学者用时间滞后方法收集

数据时也缩减了量表。如 Yang 和 Li(2021)在检验挑战性/阻断性工作压力与工作繁荣之间关

系的文章中，同样使用并缩减了 Rodell 和 Judge 的 8 题项量表，精简版的挑战性/阻断性工

作压力量表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张亚军和肖晓虹(2016)也采用 Rodell 和 Judge(2009)年开

发的 8 题项量表。因此，在本研究中，依据以往经验取样法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本研究也

采用缩减版的量表，结果显示挑战性/阻断性工作压力量表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较为

准确的反应被试每日工作中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和阻断性工作压力。 

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工作专注度采用的量表一共 5个题目，分别是“When I am working, 

I often lose track of time”、“I often get carried away by what I am working on”、“When I am 

working, I am completely engrossed by my work”、“When I am working, I am totally absorbed by 

it”和“Nothing can distract me when I am working”。此量表并不存在反向题项。根据

Nunnally(1978)的标准，量表 Cronbach α 的值达到或大于 0.70 即以符合既定标准，目前工作

专注度的 Cronbach α 为 0.72，已经符合大于 0.7 的标准。 



21 
 

但相比于其他的测量量表，工作专注度的 Cronbach α 较低。我们认为，出现这种问题

的原因在于：在问卷设计时，工作专注度量表位于每日测量问卷的最后，可能被试在回答最

后几个问题时，存在没有仔细阅读该量表，填答不认真的情况，导致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

同时，语义理解的偏差可能也是造成工作专注度量表信度稍低的原因，换句话说，量表中个

别词语的运用可能对被试理解题目意思产生偏差。例如第二个题项，“冲昏头脑”的本意是

指员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对工作“上头”的状态，但如果不认真理解题项时，被试可能会

认为是工作导致自己头昏脑涨的状态。 

希望我们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清楚的解释在设计问卷时的考虑，我们也期待您的进

一步指导。 

 

意见 5：从本研究中“挑战性工作需求”测量工具所引用的原文以及相关实证研究来看，应是

challenge stressor--hindrance stressor，也就是挑战性压力源-阻断性压力源。本研究翻译为工

作需求，出于有何考虑。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为了避免歧义，同时充分考虑到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双重属性，

即其存在“挑战性”，能够带给个体成长和发展机会的“资源属性”，但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

任务压力，需要员工调动个人资源来完成工作任务的“压力属性”一面，我们对全文进行了

修改，将文中的“挑战性/阻断性需求”改为“挑战性/阻断性工作压力”。 

 

********** 

再次衷心的感谢您在提高本文的质量方面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在

帮助我们思考模型的架构以及变量选择，如何突出本文的研究价值，以及测量的准确性等方

面给予了重要的启发。期望我们的回复和对论文的修改在帮助读者理解我们的逻辑框架和主

要论点上有所提升，并让您感到满意。诚挚的期待您进一步的指导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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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感谢作者在此轮修改中做出的大量工作，可以看出来与初稿相比，该稿在理论推理和研

究方法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针对文章，还有以下疑惑与建议： 

 

意见 1：作者在提出关注挑战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个体内效应的时候，是以 COR 理论

为出发点(p2)。正如作者所说“正如 Halbeslesen 等(2014)提出的，COR 理论不仅关注个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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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person)资源差异对于员工的影响，也应该探究资源对员工个体内的影响。也就是说，

除了考虑挑战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剑’影响，我们还应该考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

出现两种情况”。从这一点来看，作者的贡献是对新 COR 理论在挑战性压力中的应用，而非

如作者在回复意见 1 中提到的“从概念维度细致划分挑战性压力的不同属性”以贡献挑战性

压力领域的研究。另外，作者共提出了四个理论贡献，其中贡献一提到“从‘动态’视角检验

挑战性压力的‘变化’对员工的影响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贡献四提到“从‘动态’视角检验挑

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理论上更能够概括挑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

之间关系的全貌”。个人认为从动态视角检验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增益关系，实际上是为动

态检验挑战性压力对员工的影响提供论据，两个贡献有重叠部分，建议可以凝练合并。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根据您的意见，我们重新修改了本篇文章的理论贡献部分，

即将本篇文章理论贡献的第一点修改为对新 COR 理论在挑战性压力中的应用，且将理论贡

献中有关挑战性压力存在动态变化的相关论述进行凝练合并。具体请见修改稿 16-17 页。 

 

意见 2：作者在理论推导部分仍需要加强。比如个体内每日水平模型中，作者首先介绍工作

投入的概念和个体内变化性，其次，作者讲到“因此，挑战性压力的‘资源属性’能够激发个

体的内在动机，而激发的内在动机可以增加员工在这一天努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意愿，激励员

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当日的工作中，进而提高其当日的工作-家庭增益”。前一句还在介绍工作

专注度的概念，为何作者会得到“因此……”。此外，作者也提到挑战性压力会激发个体的内

在动机，进而增加工作专注度，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不关注内在动机作为资源获得路径的

中介而选择工作专注度？同样，在这一段，作者提到当日高效率完成工作可以让员工有较多

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中，促进员工工作向家庭的增益。根据工作家庭增益的概念，指的是

一个角色有利于提高另一个角色的生活质量 (Greenhouse & Powell, 2006)，或者员工在工作

中获得的资源如知识、技能、积极情感、自尊等能够使其在家庭中获益。但是作者却强调员

工有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因此促进工作向家庭的增益。这只能说明员工的工作家

庭冲突不高，不能说明工作家庭增益。从其他的部分也可以看出，作者看似将工作专注度和

放松作为中介机制很合理，可是作者在推理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这两个中介的必要性和关键

性。例如，按照作者其他几部分的推理，内部动机或成就动机也可以是“资源获得”路径的合

理中介；情绪损耗(资源损耗)也可以是“资源损失”路径的合理中介。 

回应：非常感谢您宝贵的评审意见。首先，针对您本条评审意见的第一个问题，理论推导部

分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理顺了本研究的假设推导逻辑，具体请看修改稿中第 3页。 

其次，非常感谢您提出的中介变量选取的问题，在考虑中介作用机制时，我们将关注的

重点放在了员工应对压力的反应，即挑战性压力的双重属性带来积极的动机性反应(工作专

注度)和消极的恢复性反应(放松)是本篇文章的研究关注点。与此同时，工作专注度和放松

从变量定义上看是具有动态变化性的。因此，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从研究关注点和变量定

义两个层面对选取工作专注度和放松作为中介的原因进行阐述： 

第一，Xanthopoulou et al.(2009)和 Bakker (2009)的研究中提到工作专注度是员工在应对

工作压力时的积极动机性反应(positive motivational reaction)，是员工在内在动机提升后的

表现。同时 Bennett et al.(2016)认为放松是员工在应对压力时所需要的资源恢复过程的反应。

相较于内在动机、情绪耗竭等心理层面的中介变量，员工在应对挑战性压力“双重属性”时，

所产生的动机反应(工作专注度)和恢复反应(放松)是应对压力的更为直接的表现(Kühnel, 

Sonnentag, & Bledow, 2012; Silla & Gamero, 2014)，对员工工作-家庭增益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具体而言，一方面，挑战性压力作为一种“良性”的工作压力，具有“资源属性”。资源保存理

论认为，初始资源的获得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资源，当个体拥有更多的初始资源时，会更容

易进入资源获得螺旋(Halbeslesen et al., 2014)。挑战性压力作为一种工作环境资源，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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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获得相应的知识及技能，激发积极动机性反应，即增加员工的工作专注度。而员工在工

作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员工在家庭领域，更加高效的处理家庭事务，促使员工感受

到更高水平的工作向家庭的增益。另一方面，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时，个体可以通过特定的放

松体验(如听音乐、冥想等)来达到沉静身心、弥补资源损失的目的。但由于挑战性压力具有

“压力属性”，会造成员工无法脱离工作状态，抑制员工的恢复体验(Bennett et al., 2016)，无

法弥补员工在应对挑战性压力时所造成的资源损失。COR 理论认为，因工作导致现有资源

被消耗(或将要被消耗)时，如果没有及时的资源补充，个体无法进行放松活动，会导致进一

步丧失资源，从而进入资源损失螺旋(Halbeslesen et al., 2014)。由于个体时间和精力资源的

有限性，员工在资源损失过程消耗的时间和精力等资源无法让员工在处理家庭事物时获益，

从而减少工作-家庭增益。 

第二，从变量定义上来讲，工作专注度和放松存在个体内层次的波动性(Kahn, 1990; 

Geurts & Sonnentag, 2006)。具体而言，从概念上来看，Kahn (1990)在最早提出工作投入概

念时就强调，工作投入是一个有动态变化性的变量，具有动态性的起伏和涨落，会随着外部

环境发生波动。而工作专注度作为工作投入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指个体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

作并能以此为乐，感觉时间过的很快而不愿从工作中脱离出来的积极动机性反应(Bakker, 

2009)。也有越来越多研究(如 Xanthopoulou et al., 2009; Sonnentag, 2011; Sonnentag et al., 2012; 

Ouweneel et al., 2012)开始探索工作专注度的动态变化。相似的，放松也是一个具有动态变

化的构念(Geurts & Sonnentag, 2006)。Sonnentag 和 Fritz (2007)认为，放松是一种与低交感神

经激活相关联的恢复反应，个体可以通过特定的干预措施如冥想、锻炼等其他的放松形式，

达到从资源损失中恢复的目的。作为员工在面对压力时的恢复性反应，放松在个体内也存在

每日的波动变化(e.g. Bennett et al., 2016)。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和方法层面的论述，我们选择工作专注度和放松作为本研究的中介。

同时，我们也非常认可心理状态类变量内在动机和情绪耗竭可以作为“资源获得”和“资源损

失”路径的合理中介，我们在“局限与展望”部分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心理状态视角探究

挑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其他中介作用机制。具体修改内容请见修改稿中第 19

页。 

最后，针对您本条评审意见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工作-家庭增益论证过程中的推导表述

问题。我们重新理顺了理论推导部分的论证逻辑，同时紧紧围绕工作-家庭增益的内涵——

个体在工作领域内的经历能够提高其家庭领域内的质量(Greenhaus & Powell, 2006)。重新阐

释了相关论述，请参见修改稿中假设推导部分 3-8 页所示。 

 

意见 3：关于中介路径比较，我仍然不同意作者的做法。很显然，作者的做法以及语句是正

确的，但是作者此种中介效应对比的意义在哪里？作者探讨的是挑战性压力的双刃效应，也

就是说内在机制必然存在一正一负，这两者本来就是相反且存在差异的。但是作者在理论部

分已经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差异假设，那么作者的差异比较就存在一定问题，正负号只是代表

效应的方向，并不代表效应的大小。试问，如果专注度的间接效应是 0.05，放松的间接效应

是-0.05，能代表专注度的间接效应比放松的间接效应强吗？因此，如果作者要比较“效应量”

差异，应该进行的是绝对值的比较，而不是直接相减。作者需要在每日水平模型中介比较的

Mplus命令语句中将MODEL CONSTRAINT里面的 diff改成 diff=ind1+ind2，然后利用Monto 

Carlo 模拟计算 diff 的置信区间。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您的建议修改命令语句后，新的结果显示对于平均

水平模型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弱于放松的中介效应(γ=-0.085, CI[0.045, 0.125])，而每

日水平模型中，每日工作专注度的中介效应与每日放松的中介效应并无显著差异(γ= 0.006, 

CI[-0.079, 0.066])。因此我们关于中介效应比较的假设得到了部分的支持，即在平均水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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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长期放松的中介作用强于长期工作专注度的中介作用。而在每日模型中，两条路径的

中介比较假设并没有得到支持。具体修改请参见正文 13-14 页。结果汇报如下，如表 1 所示：  

 

表 1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分析比较表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Monto Carlo 95%的 

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6* 0.028 0.006 0.110 

每日挑战性工作压力 → 每日放松 → 每

日工作-家庭增益 
-0.050* 0.025 -0.099 -0.006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工作

专注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06 0.013 -0.019 0.030 

挑战性工作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91*** 0.016 -0.122 -0.061 

 中介比较 

每日水平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006 0.042 -0.079 0.066 

平均水平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085*** 0.019 0.045 0.125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意见 4：由于作者将工作家庭增益看作是因变量，那么已婚和未婚的被试可能会受到较大的

影响，但是本研究中已婚的比例是 76.6%，建议作者剔除未婚员工之后进行补充分析或者在

研究局限部分指出。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剔除未婚员工样本后进行了补充分析，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在剔除未婚员工样本后，研究结果只在个体间层面发生了部分变化。我

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本篇文章的已婚和未婚样本确实存在差异。通过进一步补充 T 检验，结果表明

已婚样本的工作-家庭增益高于未婚样本的工作-家庭增益。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相关研究佐

证，Lapierre 等 2018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上关于工作-家庭增益前因

变量的元分析表明，与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会有更高的工作-家庭增益感知。因此，参

考以往研究的做法(e.g.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Vanassche, Swicegood, & Matthijs, 

2013)，我们将员工是否结婚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当中。 

其次，在删除未婚样本后，样本量缩减为 62 个个体间样本，494 个个体内样本，约减少

了四分之一的样本量。由于个体间层面样本量在删除样本后有所减小，导致结果的统计检验

力变弱，路径系数的 P 值变大，因此会存在个别数据不显著的情况(Maxwell, Delaney, & 

Kelley, 2018)。但补充分析的结果与原假设结果方向性保持一致，这一有趣发现也提醒我们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婚姻状态对员工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我们也在“研究局限与展

望”部分对此进行了讨论，请参见修改稿中第 19 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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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挑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γ (SE) 放松 γ (SE) 工作-家庭增益 γ (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挑战性压力的平均水平 0.249**(0.084) -0.211**(0.074) 0.219(0.133) 

挑战性压力的波动水平 -0.259(0.194) -0.291(0.274) -0.542(0.332) 

长期工作专注度   0.186(0.156) 

长期放松   0.606***(0.089)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挑战性压力 0.335***(0.075) -0.218**(0.076) 0.266*(0.119) 

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0.234**(0.080) -0.090(0.077) -0.355**(0.113) 

每日工作专注度   0.093(0.064) 

每日放松   0.403***(0.050) 

pseudo-R2  9.15% 27.34% 12.16% 

注：N(个体间层面)=62，N(个体内层面)=494.表中回归结果为非标准化系数. *p<0.05. **p<0.01.***p<0.001.  

 

意见 5：作者在进行个体间差异分析的时候(表 4)，也应该提供每日挑战性压力的变异量。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挑战性压力的个体间和个体内变异量，

如表 3所示。 

表 3  每日变量的个体间差异百分比 

变量 个体内变异量 个体间变异量 个体间占总变异量方差的百分比(%) 

挑战性压力 0.33*** 0.33** 50% 

工作专注度 0.32*** 0.14*** 30.43% 

放松 0.35*** 0.23*** 39.66% 

工作-家庭增益 0.31*** 0.35*** 53.03%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个体间差异百分比 = 个体间变异量/ (个体内变异量+个体间变异量) * 100%. *p<0.05. 

**p<0.01.***p<0.001. 

 

意见 6：作者在日间变动模型分析过程中，是否控制 t-1 的工作专注度和放松？如果没有，

请作者补充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在日间变动模型中，控制了 t-1 天的工作专注度和放松，

研究结果没有变化，请参见表 4 和表 5。 

表 4  日间变动模型的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γ (SE) 放松 γ (SE) 工作-家庭增益 γ (SE) 

个体内层面变量    

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0.226**(0.072) -0.252***(0.070) -0.377***(0.104) 

每日工作专注度   0.126*(0.057) 

每日放松   0.357***(0.045) 

pseudo-R2  6.73% 14.07% 13.29%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27 
 

表 5  日间变动模型中介效应表 

动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Monto Carlo 95%的 

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工作专注

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02 0.003 -0.003 0.009 

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33* 0.012 -0.059 -0.014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意见 7：作者在日间变动模型的理论推导中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作者指出，当挑战性压力出

现日间下降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逐渐减少，员工完成任务的信心增加，员工更加专注于当

前的工作。这一论点似乎与作者在前文中关于“资源获得”路径的论点不一致。根据前文，

作者指出，挑战性的工作让员工觉得有意义，有成就感，能够获得成长和发展，内部动机增

加，工作专注度增加，也就是说，挑战性的工作压力越高，正向作用越强。但是日间变动中

却指出挑战性压力变小，积极作用越强。同理，作者在日间挑战性压力上升时的推论也存在

这一问题。同样也存在另外两种情况，即当日间下降时，员工会觉得当天的工作没有意义感

和成就感，因此投入降低，同时也会觉得比较放松；而当日间增加时，员工会觉得工作更加

有趣，因为投入会增加，放松会降低。实际上，日间变动模型出现不同效应是“资源获得”

和“资源损失”竞争的结果，究竟哪一种路径取胜？作者并没有给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如果

没有较强的理论支撑，也建议作者换成研究问题而不是确定的研究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在原文的论述中，我们没有将每日模型和日间变动模型的区

别阐述清楚。在本研究中，静态模型中的每日水平模型和动态模型中的日间变动模型虽然都

在个体内层面，但二者在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具体来说，每日水平模型中，强调的是挑战

性压力本身在同一日内的高低水平会带来员工当日工作专注度的增加或减少。在当日挑战性

压力越高时，员工越会全神贯注的，以较高的工作专注度完成当日的工作。然而在日间变动

模型时，我们假设的是挑战性压力在连续两日间变化的“方向性”与后一日工作专注度的关

系，即后一日比前一日，挑战性压力上升时，工作专注度呈现下降趋势。换句话说，这个模

型强调的是挑战性压力变化的“方向”引起的工作专注度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性”包含日间

上升变化和日间下降变化。具体而言，相较于前一日，后一日挑战性压力的隔日变化量(相

对值)对员工后一日的工作专注度的影响，即挑战性压力的隔日变化量会带来后一日工作专

注度的降低。与前一日相比时，当后一日的挑战性压力增加的越多，这种隔日变化使得员工

更多的感受到挑战性压力的“压力属性”，不确定性感知越强，导致员工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

和精力应对此相对增加的“挑战”，这种隔日增量变化越大，员工的工作专注度越低；而当后

一日的挑战性压力相较于前一日的增量为负时，由于挑战性压力隔日降低量能够增加员工应

对挑战性压力的信心，增加后一日的工作专注度以期完成当日的工作任务。因此，虽然得出

了看似相悖的结论，但两者是对挑战性压力的不同维度下的细分概念进行探讨，从本质上来

看，挑战性压力在同一日的绝对量和隔日的相对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二者之间的区别类似

于我们对于“速度”和“加速度”的理解，静态模型是挑战性水平自身在同一日之内的不同水平

对于员工的影响，而动态模型是研究的挑战性压力在隔日的增量对员工的影响，二者给员工

工作专注度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更为凸显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即通过区分每日挑战性压

力(每日水平, daily level)、 挑战性压力的平均水平(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水平, average level)、

挑战性压力日间变化的方向性(后一日相较于前一日的变化, daily shifts directionality)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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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 variability)更好地捕捉挑战性压力在不同时间维度下的所有

属性，进而阐述挑战性压力的不同性质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 

在思考此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细致的梳理了已有的理论，但我们也认为，在日间变动

模型中没有很强的理论支撑，因此我们将日间变动模型中的研究假设更改为研究问题。请参

见正文 6-8 页。 

 

意见 8：作者在 1.2.2 个体间波动变化模型假设推理中，使用了不确定管理理论，请问该理

论出现的合理性？以及与资源保存理论的相容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评审意见。鉴于本篇文章研究模型的复杂性，通过进一步分析论证，我

们认为本篇文章需要资源保存理论和不确定管理理论共同阐释，即静态模型适用于资源保存

理论，而动态模型适用于不确定管理理论。我们对这两个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两个理论的

相容之处在于，资源保存理论中强调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损失都是资源的变化(Airila et al., 

2014; Halbeslesen et al., 2014; Shipp & Cole, 2015)。而 Bordia 等(2004)及 Sun, Wayne, 和 Liu 

(2021)的研究强调，与工作角色相关因素的变化能够让员工感受到不确定性。Van den Bos 

(2001)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指出不确定的事物会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态度和行为。具体来

讲，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让员工感受到不确定性(Wang et al., 2019)，这种资源

获得或者资源损失过程能够引起个体对资源不确定性的担忧，不确定性本质上是一种负面的

心理体验，相较于确定性的事物，不确定的事物会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Berger & 

Calabrese, 1975)。这种不可预测性将会阻碍一个人在工作中对挑战性压力形成一个稳定的理

解，从而增强员工对于挑战性工作“压力属性”的认知，这需要员工付出更多的资源去应对，

同时也会造成人们心理的紧张(Wang et al., 2019)，进而影响员工的动机性反应和恢复性反应

过程。请参见正文第 6-8 页的修改。 

 

意见 9：作者在文中应注意“的”“地”用法。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在修改稿中，我们仔细检查了“的”和“地”的用法，以及其他语法

方面的问题。如在修改稿第 2 页，第 2 段“与此同时，“增益”和“损耗”两种中介路径仅仅在

孤立的情况下被单独检验，并不能清楚的阐释两种机制联合运作后的作用效果。”我们将“并

不能清楚的”修改为“并不能清楚地”；在修改稿中的第 4 页，第 1 段“因此，挑战性压力的“资

源属性”在长期范围内的积累可以提高员工对于工作意义的感知……”。我们将“长期范围内

的积累”修改为“长期范围内地积累”；在修改稿第 18 页，第 2 段“然而，在长期范围内，在

一段时间内的挑战性压力却仅通过降低员工放松进而减少工作-家庭增益，也就是说，挑战

性压力消耗资源的属性由于长期的积累，可能覆盖其在短期时间内的积极影响。”我们将其

中的“长期的积累”修改为“长期地积累”等。 

 

意见 10：上轮第 5 条意见中，评审意见为“路径系数的报告应该用 γ，而不是 β”。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根据您的建议，修改稿中的路径系数用γ 表示。 

 

*************** 

再次由衷的感谢您在本轮回复中对本文的进一步指导和建议，您的宝贵意见无论是从理

论层面，逻辑论证层面以及方法层面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本文在理论和方法层面的严谨性。

期望在您的帮助下，我们的修改可以更加清晰的向读者展示本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和相应的结

论及贡献。希望我们的回复及修改能够让您感到满意，诚挚的期待您进一步的指导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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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作者对评审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回应，建议进一步突出研究问题的理论价值。 

 

意见 1：研究结果不同于研究结论。基于挑战性压力的每日水平、平均水平、日间变动水平、

波动变化水平的研究结果，综合这四种分析水平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如何阐释双刃剑效应，

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形成了什么新认识。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修改了研究结论部分的阐述，在

原文中实际上我们总结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我们总结本文的研究结

论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在静态模型(每日水平和平均水平)中，挑战性压力对于工作-家庭增

益的影响存在着“双刃剑”效应；二、动态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的变化(日间变动

和波动变化)，对员工会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本研究形成的新认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突破以往

文献中认为挑战性压力是一种“良性”工作压力的传统观念。研究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的双重

属性：“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对员工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挑战性压力的“资源属性”能

够让员工增加专注度以应对工作压力的挑战，带给个体成长和发展，增加工作-家庭增益。

另一方面，其“压力属性”迫使员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应对压力上，从而限制员工的放松体

验(Bennett et al., 2016)，进而减少工作-家庭增益。第二，以前的研究仅限于从静态视角检验

挑战性压力的不同“水平”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却无法以动态的视角来检验挑战性压力的

“变化”，包括后一天相较于前一天的变化，以及挑战性压力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对于员工的

影响。因此，强调以动态视角看待挑战性压力的变化，即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

对于我们全方位理解挑战性压力的不同属性及特征对员工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综上，本研

究通过构建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两个概念，弥补以往研究只在静态层面看待挑

战性压力，忽略其动态变化过程的不足。在原文中的修改请参见修改稿的 15-16 页。 

 

意见 2：如果得出维持适度且稳定水平的挑战性压力于实践而言应是被推荐的这一认识，是

否一定要使用这四种分析水平，这四种分析水平缺一不可。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仔细思考后认为原文中“适度且稳定”

水平的挑战性压力的表述确实存在一定的歧义。在修改稿中，我们将此论述修改为管理实践

中应认识到挑战性压力并非只是“良性”的压力，其双重属性会对员工产生不同的影响，且

挑战性压力消耗资源的属性由于长期积累，可能覆盖其在短时间内的积极影响。然而更重

要的是挑战性压力的变化也是影响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何激发挑战性工作的“资源属

性”的积极影响，避免“压力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且使其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值得研究者与

管理者的关注与讨论。请参见修改稿中的第 18 页。 

同时，我们也认为四种水平的分析缺一不可。静态模型中的每日水平和平均水平模型以

及动态模型中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挑战性压力存在“双刃剑”

效应。在静态模型的每日模型和平均水平模型中，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挑战性压力由于其自

身具有的双重属性(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无可避免地会给员工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挑战

性压力既能够给员工带来成长与发展，又能够让其体会到任务压力，因此会给员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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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增益带来“双刃剑”影响。这一研究发现提示管理者在实践中应充分认识到挑战性压力的

“双刃剑”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挑战性压力的内在激励效果，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挑战性压

力的消极影响。其次，挑战性压力双重属性对员工的最终影响，还应该考虑时间维度的因素。

具体而言，从短期内来看，挑战性压力“资源属性”的激励效果与“压力属性”的消极效果并存；

而长期内，挑战性压力的“压力属性”更为突出，即挑战性压力消耗资源的属性由于长期地积

累，可能覆盖其在短期时间内的积极影响。这就提示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为员工提供相

应的帮助来克服高水平的挑战性压力带来的长期消极影响。也即对应本篇文章实践启示中的

第一点和第二点，具体请见 17-18 页。 

虽然在静态模型中，可以检验每日的挑战性压力的“水平”，以及一段时间内挑战性压力

的“水平”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但是静态模型并不能告诉我们挑战性压力在隔日的“变化”，

以及一段时间内不同工作日中变化的波动范围是如何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因此，动态模型

中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模型的设定也十分必要。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挑战性压力存在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会给员工带来负向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挑战

性压力在隔日，或者一段时间内变化，会给员工带来不确定性，会负向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

为。因此，从动态视角检验挑战性压力的变化对于员工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挑战

性压力对员工影响的全貌，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挑战性压力的“变化”对员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从全新的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对应本研究实践启示的第三点，具体请见

18 页。 

 

意见 3：另外，研究问题并不复杂，但篇幅过大，需要精减。 

回应：感谢您的评审意见。在本轮修改中，我们进一步凝炼了文字的表达，缩减论文的篇幅。

第一轮修改稿是 23 页，18,025 字。结合我们对您评审意见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回复，鉴于

每一个模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四个模型分别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力求向读者清楚地

展示四个模型的不同之处，我们以尽量精炼的语言将四个模型所讨论的问题论述清楚。最终，

我们将论文正文精简为 20 页，14,867 字。 

 

意见 4：另，所探讨的问题与家庭需求有关，如工作之余能否放松与家庭需求有直接关系，

本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并不能反映家庭需求，如有收集此变量，建议进行控制。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加入了问卷中其他与家庭需求相关的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如根据 Kossek 等(2011)的研究表明，孩子个数和家庭支持等变量都与家

庭需求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将这些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经补充分析发现，

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与原来模型的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检验

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挑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水平模型回归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γ(SE) 放松 γ(SE) 工作-家庭增益 γ(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挑战性压力的平均水平 0.195*(0.086) -0.235*(0.100) 0.243*(0.094) 

挑战性压力的波动水平 -0.322(0.229) -0.595*(0.279) -0.860**(0.280)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59(0.120) 

长期放松   0.452***(0.094)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挑战性压力 0.375***(0.074) -0.152*(0.075) 0.298***(0.108) 

挑战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0.267**(0.071) -0.168*(0.072) -0.339**(0.102) 

每日工作专注度   0.180**(0.066) 

每日放松   0.421***(0.048) 

pseudo-R2  13.61% 26.22% 14.30% 

注：N(个体间层面)= 81，N(个体内层面)= 645。表中回归结果为非标准化系数. *p<0.05.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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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衷心的感谢您在提高本文的质量方面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帮

助我们更好的论证了本文的理论贡献及实践应用价值。期望我们的回复和对论文的修改能够

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整篇论文的框架及四个模型分别阐述的研究问题，并让您感到满意。诚挚

的期待您进一步的指导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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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文章修改有较大的提升。 

 

意见 1：理论贡献的创新点仍未能很好的体现或凝炼出来。 

回应：衷心地感谢您在上一轮及本轮回复中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指导，以及对于我们修改工作

的认可和肯定。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参考了近三年内《心理学报》期刊文章中理论贡献部分

的写作范式(e.g. 葛枭语, 侯玉波, 2021; 章凯, 时金京, 罗文豪, 2020; 卢红旭等, 2019)，重新

梳理并凝练了理论贡献的创新点，结合前人研究，重点强调了本研究如何突破以往挑战性工

作压力相关文献的局限，对前人研究的空白及不足进行补充。具体修改请参见正文 p16-17

页。 

 

意见 2：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是一组概念，工作家庭增益与冲突也是一组概念，一般会

同时研究，如果作者在研究中同时收集了阻碍性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数据，阻碍性压力与

工作家庭增益或冲突是否只表现为“损耗”，整合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

及冲突的研究，是否依然还能得出“双刃剑”，如果依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说明研究更

全面、结论更稳健，学术创新价值更为突出。 

回应：非常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我们也非常认可模型中加入阻碍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冲

突对提升本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有非常大的帮助。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进行研究设计和采集

数据时，没有收集工作-家庭冲突的数据。但是我们收集了阻碍性工作压力的每日数据。在

此，我们也将阻碍性工作压力加入到了模型中，检验“阻碍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是否只

表现为“损耗”的问题，并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检验，结果见表 R3-1 --表 R3-3。从表

中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根据表 R3-1 和 R3-2，在每日模型中，每日阻碍性压

力对每日工作专注度、每日放松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负相关γ

=-0.356(p<0.001)。且每日工作专注度与每日放松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此结果与以往研究

的结论一致，且此结果提示我们在每日阻碍性工作压力与每日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存在

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 

②如表 R3-1 和 R3-2 所示，在平均水平模型中，阻碍性压力的平均水平与长期工作专注

度与长期放松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与长期工作-家庭增益负相关γ =-0.426(p<0.001)。此

结论与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例如李爱梅等(2015)探讨了阻碍性压力在个体间层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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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工作-家庭增益的负向影响。长期工作专注度与长期放松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也说明

在个体间层面的平均水平模型中，在阻碍性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存在其他可

能的中介机制。 

③根据表 R3-1 和表 R3-3，在日间变动模型中，阻碍性压力的日间变动对每日工作专注

度γ =-0.152(p<0.05)、每日放松γ =-0.213(p<0.01)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每日工作专注度

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仅有每日放松的中介作用显著。此结果也说明阻碍性压力在日间变动模

型中存在负向的消极影响。 

④如表 R3-1 和表 R3-3 所示，在波动变化模型中，阻碍性压力的波动变化对长期专注度、

长期放松以及长期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均不显著。此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对于阻碍性工作

压力而言，人们对于其消极影响的认知是较为一致和稳定的，不易受到阻碍性压力变化波动

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果，整合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的结论综合来看，以往已有大量研究在个

体间层面对阻碍性压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且补充分析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即在

个体间层面，阻碍性压力在平均水平模型中对长期工作家庭增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阻碍

性压力的波动变化对长期工作-家庭增益无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对阻碍性工作压力形成

的共识是一致的。其次，工作专注度与放松在个体内层面与个体间层面的中介作用基本不显

著，说明阻碍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存在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路径。再次，本研究

采用日记研究法重点关注个体内的变化，但阻碍性压力在个体内层面的中介效应基本不成

立。  

综上所述，①从理论层面，对于阻碍性压力的消极作用已得到以往学术研究的普遍认可

(e.g. Podsakoff et al., 2007)，而对于挑战性压力的作用却没有得到一致结论(Le Pine et al., 

2005)。也就是说，相比于阻碍性压力，挑战性压力对员工的影响更为复杂多变。鉴于现实

职场中挑战性工作压力的普遍性(Prem et al., 2016)，本篇文章主要探讨作为既具有挑战性又

是一种工作要求的挑战性压力，是否会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产生“双刃剑”影响。而对

于干扰和限制个人能力发展的阻碍性压力，其消极影响较为明显，并不存在“双刃剑”效应。 

②在方法层面，补充分析的结论告诉我们阻碍性压力在个体间层面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研

究相一致，再次验证了阻碍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仅有消极影响，不存在“双刃剑”效应。

且在个体内层面的检验基本不显著，而个体内层面的研究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此，综

合考虑，我们未将阻碍性压力纳入研究模型中。 

其次，在研究设计之初，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文献，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仅关注挑战性工

作压力的文献，如 Rosen 等 2020 年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的文章表明，

每周挑战性压力的波动水平越大，会通过引起员工更多的焦虑和更少的注意力，来降低员工

的绩效和幸福感；而当员工每周经历稳定模式的挑战性压力时，则可以通过减少员工的焦虑

和增加注意力，从而增加员工的绩效和幸福感。孙健敏、陈乐妮和尹奎(2018)探究了在低辱

虐管理，高领导-成员交换水平的情况下，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试图

解决以往文献中关于挑战性工作压力能否增加员工创新行为的争议。王甜、陈春花和宋一晓

(2019)则通过将挑战性压力划分为时间压力和学习需求，探究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

间的倒 U 型关系。以上的文献仅关注了挑战性压力对员工的影响。其次，考虑到挑战性压

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较为复杂，为了使研究焦点更加聚焦，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参照

以往研究的框架设计，我们综合考量未将阻碍性压力考虑在内。 

以往研究也有仅关注工作-家庭增益的文献，如 McClean 等 2021 年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的文章指出，根据依恋理论，领导的回避性依恋水平越低、焦虑性依

恋水平越高，领导的每日工作-家庭增益对每日促进性焦点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增加其每

日的变革型领导行为。Bhave 和 Lefter 于 2018 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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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章表明职业互动要求(occupational interactional requirements)会通过增加员工在

工作中的活力，进而增加工作-家庭增益。因此，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没有将工作-家庭冲

突加入到模型中。 

但是我们也非常赞同如果能够全面地检验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以

及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其理论价值更大，为此，我们在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中对此进

行了探讨，详见正文 P19 页。  

表 R3-1  阻碍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工作专注度 γ (SE) 放松γ (SE) 工作-家庭增益γ (SE) 

个体间层面变量    

阻碍性压力的平均水平 0.085(0.073) -0.128(0.106) -0.426***(0.106) 

阻碍性压力的波动水平 -0.097(0.257) -0.016(0.320) 0.065(0.269) 

长期工作专注度   0.069(0.137) 

长期放松   0.517***(0.086) 

个体内层面变量    

每日阻碍性压力 0.104(0.062) -0.091(0.088) -0.356***(0.090) 

阻碍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0.152*(0.059) -0.213**(0.078) 0.156*(0.069) 

每日工作专注度   0.42***(0.05) 

每日放松   0.390***(0.051) 

pseudo-R2  19.85% 32.10% 37.17%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表中回归结果为非标准化系数. *p<0.05. **p<0.01.***p<0.001. 

 

表 R3-2  阻碍性压力-静态模型中介效应分析比较表 

静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每日阻碍性压力 → 每日工作专注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33 0.029 -0.023 0.089 

每日阻碍性压力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

作-家庭增益 
-0.028 0.028 -0.083 0.028 

阻碍性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工作专注

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51*** 0.012 0.027 0.074 

阻碍性压力的平均水平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77*** 0.022 -0.120 -0.034 

 中介比较 

每日水平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005 0.040 -0.072 0.062 

平均水平模型 工作专注度 vs 放松 0.027 0.026 -0.023 0.075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表 R3-3  阻碍性压力-动态模型中介效应表 

动态模型中介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差 
95%的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间接效应 

阻碍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工作专注

度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04 0.032 -0.065 0.058 

阻碍性压力的日间变动 → 每日放松 → 

每日工作-家庭增益 
-0.065** 0.023 -0.111 -0.020 

阻碍性压力的波动变化 → 长期工作专注

度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057** 0.021 -0.097 -0.016 

阻碍性压力的波动变化 → 长期放松 → 

长期工作-家庭增益 
-0.177** 0.054 -0.283 -0.070 

注：N(个体间层面)=81，N(个体内层面)=645. *p<0.05.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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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另外，作者认为，挑战性压力具有“资源”和“压力”的双重属性。压力就是压力，

挑战性压力具有“压力”属性这类表述不合适，资源-要求与资源保存理论相对应。关于属

性的认识非常关键，会直接影响到理论贡献的凝练。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相关表述重新进行了修改。将原文中的“挑

战性压力具有“资源属性””修改为“挑战性压力具有挑战性”，与“压力属性”相关的表述全部

改为“挑战性工作压力是对员工的一种工作要求”。 

举例 1：在修改稿第 1 页“问题提出”部分的最后一段，在原文中我们表述如下：“挑战

性压力因其有“挑战性”，能够带给个体成长和发展机会，具有“资源属性”；然而，挑战性压

力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任务压力，需要员工调动个人资源来完成工作任务，体现了其“压

力属性”。因此，挑战性压力兼具“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的双重属性”。在修改稿中，我们

删除了“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的表述，并将其修改为“挑战性压力因其有“挑战性”，能够

带给个体成长和发展机会；然而，挑战性压力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任务工作要求，需要员

工调动个人资源来完成工作任务”。 

举例 2：在修改稿第 5 页“1.1.3 中介比较”部分第一段，原文中“本研究认为挑战性压力

的“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会通过“增益路径”和“损耗路径”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双刃剑”

的影响”的论述，我们将“资源属性”和“压力属性”修改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即“本研究认

为挑战性压力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会通过“增益路径”和“损耗路径”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

“双刃剑”的影响”。 

 

****** 

再次感谢您的细致审阅和建设性的评审意见，在回答您的问题过程中，您所指出的问题

对我们不断完善论文、提高研究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深入分析和仔细考虑，我

们一一予以改进，尽最大程度地提高论文质量，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解答您的疑惑并让您感

到满意。 

 

【参考文献】 

Bhave, D. P. & Lefter, A. M. (2018). The other side: Occupational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work-home 

enrich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1(1), 139-164. 

McClean, S. T., Yim, J., Courtright, S. H., & Dunford, B. B. (2021). Transformed by the family: An episodic, 

attachment theory perspective on family–work enrichment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nline. 

Podsakoff, N. P., Lepine, J. A., & Lepine, M. A. (2007). Differential challenge stressor-hindrance stressor 

relationships with job attitudes, turnover intentions, turnover, and withdraw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2), 438-454. 

Rosen, C. C., Dimotakis, N., Cole, M. S., Taylor, S. G., Simon, L. S., Smith, T. A., & Reina, C. S. (2020). When 

challenges hinder: An investigation of when and how challenge stressors impact employee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10), 1181. 

葛枭语, 侯玉波. (2021). 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心理学报, 

53(4), 374-386. 

李爱梅, 王笑天, 熊冠星, 李斌, 凌文辁. (2015). 工作影响员工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探讨——基于工作

要求-资源模型的视角. 心理学报, 47(5), 624-636. 

卢红旭, 周帆, 吴挺, 严进, 邵闫, 刘艳彬. (2019). 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和防御型建言的差异影响. 心理学报, 

51(12), 1375-1385. 

章凯, 时金京, 罗文豪. (2020). 建言采纳如何促进员工建言:基于目标自组织视角的整合机制. 心理学报, 



36 
 

52(2), 229-239. 

孙健敏, 陈乐妮, & 尹奎. (2018). 挑战性压力源与员工创新行为:领导-成员交换与辱虐管理的作用. 心理学

报, 50(4), 436-449. 

王甜, 陈春花, & 宋一晓. (2019). 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效应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2(5), 

90-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对于审稿意见进行了较好的回应，整体研究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意见 1：但是还是需要作者进一步加强对于压力分类、双刃剑、增益与损耗的理解与认识。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于员工或组织实践而言，需要有明确的结论来指导

或提升，这才是应用心理研究的根本目的。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之所以得以区分，正是由于

压力对结果的作用性质不同，这两种区分本身就已经初步体现了“双刃剑”效应。这也是为

什么建议作者要补充阻碍性压力的作用机制，通过比对所有的研究，更利于揭示“双刃剑”

效应的内在机理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原因何在，这样的深入探讨才有价值，才可能对实践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而不是仅仅告诉组织存在这种效应，但为什么存在，如何发挥正面

效应，何时避免负面效应却讲不出来。故还是坚持补充阻碍性压力的机制，作为与挑战性压

力机制的比对补充，为进一步深入揭示挑战性压力的内在机制提供依据。 

回应：非常感谢您进一步地指导。我们非常认同如果没有阻碍性压力对员工的影响效应作为

对比，不能全面清楚地解释不同种压力对员工的不同作用性质。加入阻碍性压力的对比分析

可以帮助读者更加清楚和全面地理解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工作-家庭增益影响的“双刃剑”作

用，也有助于我们对如何发挥压力的正面效应，避免负面效应，向管理者提出更加切实可行

的建议。据此，综合考虑在不改变本文研究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在研究结果部分，加入了补

充对比分析，进一步分析了阻碍性工作压力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作用机制，作为与挑战

性压力机制的对比补充。我们采用多水平路径回归方法来分析数据，并用 Monte Carlo 方法

计算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具体修改请见修改稿第 15-17 页。 

与此同时，在 4.1 研究结论，4.2 理论贡献和 4.3 实践启示部分，针对阻碍性工作压力

的研究结论，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具体请参见修改稿第 17-20 页。 

 

意见 2：二是，以放松作为中介来探讨挑战性压力“损耗路径”，相比于“疲惫或情绪耗竭”

更间接，如果使用“疲惫或情绪耗竭”等指标更能代表损耗，更能体现本研究的主题，很可

能得出与当下不同的结论。如收集这部分数据，建议补充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您此条宝贵的建议。但非常抱歉，遗憾的是在研究设计时考虑到问卷长度对

数据质量的影响，在收据数据时综合考虑，我们没有收集疲惫或情绪耗竭等变量的数据。为

此，在局限与展望部分，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述，鼓励未来研究以情绪耗竭或疲惫

作为挑战性压力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详细修改请参见正文 21-22

页。 

 

意见 3：另，episodic approach 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工作家庭不同情境或场景而言的，建议翻

译为“情境视角”而不是“瞬时视角”。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将文中 episodic approach 的翻译均改为“情境视角”，具体

请见文中第 2 页及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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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本研究在方法上的推进之处，体现在通过每日水平模型、平均水平模型、日间变动

模型和波动变化模型来探讨问题，目前变动模型考虑了变动大小的问题，但没有考虑变动方

向问题，在收集数据期间，挑战性压力渐增、逐减或者有增有减，这些变动方向不同对结果

产生的影响或整个机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以上这些建议仅供作者完善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您建设性的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用 Mplus 7.0 构建了潜变量增长模型

(Latent Growth Model，LGM)来检验挑战性压力随时间所呈现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结果的影

响。检验 LGM 中的两个参数：起始水平(Intercept)和斜率(Slope)，分别代表某一变量的起始

状态和变化轨迹(Fan & Konold, 2009; Meredith & Tisak, 1990)。在本模型中，我们只考虑挑

战性压力随时间变化的波动趋势，因此使用无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Unconditional LGM)

来考察挑战性压力变化的轨迹，以及其起始水平和变化轨迹是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其中，

截距代表挑战性压力发展趋势的起始水平，所有的因素载荷固定为 1。斜率代表挑战性压力

发展趋势的变化速度，根据数据收集方式(两个工作周，每周五个工作日，共收集十天数据)，

将因素载荷分别设定为所对应的天数。补充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表明，在线性无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中，挑战性压力起始水平为 3.291(SE= 0.070, 

p<0.001)，挑战性压力呈递减趋势变化(斜率=-0.009, SE= 0.011, n.s.)，但不显著。这表明随时

间变化，挑战性压力没有呈现规律地变化趋势，即挑战性压力的变动趋势并没有显著的方向

性，其对结果也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此外，挑战性压力截距的变异值为 0.266 (SE= 0.058, 

p<0.001)，显著大于 0，证明挑战性压力的初始水平存在个体间差异；而挑战性压力斜率的

变异值为 0.003 (SE= 0.002, n.s.)，表明挑战性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在个体间无显著差异。

最后，挑战性压力截距和斜率之间的相关并不显著(r=0.004 , n.s.)，表明挑战性压力的增长速

度和挑战性压力的起始水平无关。 

综上所述，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期间，挑战性压力并没有随时间变化呈现出有规律地渐

增、逐减等增减趋势，而是呈现出随机波动的趋势，这表明挑战性压力的趋势对工作专注度、

放松和工作-家庭增益并无显著性影响。我们在局限性与展望部分进行了讨论，鼓励未来研

究采用更加严谨的研究设计方法，检验挑战性压力的渐增、逐减或者有增有减的趋势对员工

的影响。详细修改请参见正文第 22 页。 

 

表 RL-1 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系数 

模型 系数 变异 

线性无条件模型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3.291*** -0.009 0.266*** 0.003 

 

【参考文献】 

Fan, X., & Konold, T. R. (2009). 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ncepts and 

implementations. In T. Teo, & M. S. Khine (E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pp. 29–58).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Meredith, W., & Tisak, J. (1990). Latent curve analysis. Psychometrika, 55, 107–122. 

 

******* 

由衷的感谢您在四轮评审中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在您的指导和帮助下，相比于投稿阶

段，本篇论文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层面，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感恩之余，谨代表研

究团队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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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审稿人 1意见： 

建议将“挑战性压力”统一改为“挑战性要求”，与英文用语一致。 

回应：感谢评审意见，我们将全文中的挑战性压力修改为挑战性要求(challenge demand)，将

阻碍性压力修改为阻碍性要求(hindrance demand)。 

 

 

编委复审意见： 

该论文选题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使用日记法，进行 10 个工作日的调查，分别从个体内

静态、平均水平和波动水平等几个角度，分析了挑战性需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和中介机

制，使得对挑战性需求的认知更加全面、丰富，特别是其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同时存在。经

过多轮的修改和完善，整个推导逻辑，表达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对于理论价值的提

炼也相对合理。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对本文修改工作的认可，同时也非常感谢专家在完善本稿件中给予的宝

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每一条意见进行了详细的修改。 

 

意见 1：有些表述不够规范，比如日记法的天数非常重要，摘要里没有体现；有些表述也有

待改善，本人用红色标记了。 

回应：根据您在论文中的标注和提示，我们已经对每一处标红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并用蓝色

字体标注，请参见正文修改。 

 

意见 2：对于阻碍性要求的对比分析，我和其中一位评阅人的观点不同，认为加入进来，全

文重心偏离，加上修改后文字数量超过很大，写作也比较不连贯，建议删除。  

回应：感谢您宝贵的意见，在正文中我们删除了所有有关阻碍性工作要求补充分析的相关内

容。并微调了【主要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的相关表述，请参见正文 P15-19 页。 

 

意见 3：局限性和展望部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建议删除，关于挑战性的度的把握部分很

难执行、操作，建议删除。 

回应：在正文中，我们在局限和展望部分将有关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以及检验挑战性要求

“度”的讨论全部删除，请参见正文 P18-19 页。 

 

 

主编意见：文章进行了有效的修改，质量有比较大的提升，建议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