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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论文的立意具有新意，对于决策领域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研究设计严谨，数据分析科学，

逻辑清晰，论述严密，写作也较为规范，是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有一些小的建议，请

作者考虑： 

意见 1：中介分析的结果图可放到正文，让读者更加清晰；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对我们论文的认可。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们认真思考后把中介分析图

移到正文的相应位置，为了方便读者快速理清实验结果，我们将三个领域中高低计算难度下

的分析结果放在一张图表中，具体见 P41 和 P44。 

意见 2：文章立意的视角是，风险、跨期、空间决策等三种决策在策略选择中“以虚对实”统

一连贯策略。文中也提到决策任务难度可能调节策略的选择“以虚对实”或“化虚为实”，如果

在文中能够解析到用量的角度（或数学模型）区分两类策略的选择更好，或者个体差异上的

分析，在讨论中建议加强讨论；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新思路，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重新分析了数据。使用能够

区分决策策略的 SM 来计算每一个被试的 SM 值，从个体层面看每个被试在三种决策类型下

的决策策略。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对该部分的修改，具体修改如下，对应的正文修改见

P33-34: 

“2.5.2 基于个体层面的分析 

从基于整体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三类决策在决策过程指标上存在相似性，但基于整体的分

析思路忽略了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我们使用能够区分决策策略的 SM 值从个体

层面解析每个参与者在三种决策类型下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同时根据参与者所使用的决策

策略寻找相应指标来预测选择结果。从个体层面的 SM 值来看，风险决策中有 24/32 名参

与者的 SM 值小于 0（p < 0.001）,8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9）（8、11、14、18、

19、21、26、27 号参与者），跨期决策中有 26/32 名参与者的 SM 值小于 0（p < .001），6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9）（5、14、18、21、27、32 号），空间决策中有 28/32

名参与者 SM 值小于 0（p < 0.001），4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5）（8、18、21、

27 号）。根据参与者的选择，我们将三种决策类型中，满足至少在两个类型中的 SM 值大

于 0 的 5 名参与者（分别是 8/14/18/21/27 号）归为基于选项的决策者，其余 27 名参与者

归为基于维度的决策者。这也从侧面说明参与者在三类决策上采用了相同的决策规则。 

图 6 直观的展示了三个决策领域中，每个参与者在每个试次上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其中横

坐标代表试次（每个决策领域包含 30 个试次），纵坐标代表每个参与者（共 32 名参与者），

蓝色越深代表 SM 更小，更采用基于非补偿性/维度性的“以虚对实”策略，红色越深代表

SM 更大，更采用基于补偿性/选项性的“化虚为实”策略。总体上在三个决策领域中，蓝色

多于红色，说明更可能采用基于补偿性/选项性的“化虚为实”策略。同时，空间决策中的



蓝色区域明显多于跨期和风险决策，也说明较之其他两类决策，空间决策策略具有特殊性，

值得进一步探索。 

风险决策 跨期决策 空间决策

 

图 6｜基于个体水平的 SM 值热力图，横坐标代表每个决策领域中的所有试次；纵坐标代表每个参与者

的编号，蓝色代表 SM 值小于 0，红色代表 SM 值大于 0 

意见 3：另外，建议从认知表征或神经表征角度来讨论一下三种决策类型的表征，以及策略

选择之间的关系。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也认为补充该论述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引言中从认

知表征和神经表征的角度阐述了三种决策类型中所包含的概率、时间和空间距离之间的关

系。对应的正文修改见 P24，具体修改如下: 

“1.2 概率、时间和空间的认知表征与神经表征 

概率和时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例如风险决策中 100%的概率获得某一结果，对应到

跨期决策中是此时此刻便可获得该结果。Fisher（1930）指出未来的结果总是会伴随着不

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自然会对人们的时间偏好率或耐心程度产生影响，这说明概率和

时间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 Rachlin，Brown 和 Cross 等人（2000）基于同一个双

曲折扣方程可以同时解释时间折扣和概率折扣的实验证据，指出不确定的概率和延迟时间

在实验中是等价的。Rotter（1954）首次提出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之间具有类似性，发现

个体以一种概率的方式对未来的延迟时间进行编码。上述证据启示我们，暗含了概率和时

间的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很可能具有共享的决策机制。 

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依存的。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曾提出时间和空

间属于先天范畴的观点，在经典物理中，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基本

的公式 S = VT（距离 = 时间*速度）也清楚的说明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任何

客体空间的变化都伴随着时间的变化。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也被认为是认知系统的基本功

能（Ulrich & Maienborn, 2010）。May 和 Thrift（2001）甚至主张将时间（time）和空间（space）

合并成时空（timespace）一词，以强调时空是相互依存的。实证证据表明，人们会倾向于

用空间来理解时间（Boroditsky, 2000; Weger & Pratt, 2008）。此外，在关于时空的研究中

发现，时间和空间具有共享的神经基础（Bueti & Walsh, 2009），顶叶皮层很可能是这个共

享的神经基础，因为有研究发现右顶叶皮层的损害同时破坏了时间和空间的知觉；Buzsáki

和 Llinás（2017）指出神经元对事件的一系列加工活动同时囊括了时间与空间信息的观点，

也建议将时间和空间视为同一个心理结构。 

同时，人们对时间的表征往往是建立在对空间的理解上。人们会利用空间范畴来表征

时间概念，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实验范式发现了空间-时间反应联合编码效应（Von Sobbe, 

Scheifele, Maienborn, & Ulrich, 2019）；研究者也发现了基于时间词和基于时序的时间空间



一致性关系，例如，较早的时间点与空间左侧相联，较晚的时间点与空间右侧相联（Ding, 

Feng, Cheng, Liu, & Fan, 2015）。这些结果说明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何听雨

等（2020）综述了时间能够在三个不同的空间维度上分别进行表征的起源与激活机制。上

述的一系列证据启示我们，暗含了时间和空间的跨期决策和空间决策很可能具有共享的决

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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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该研究对风险、跨期、空间决策的决策策略进行了探究。作者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风险、

跨期、空间决策都经历了从选项理论基础的比较法则到维度性理论基础的比较法则，但三类

决策在决策策略上是否存在共通之处尚不清楚。据此，作者通过眼动追踪技术为三类决策均

使用维度性理论基础的比较法则提供了依据，并借助直观模拟天平说明在维度内比较之后，

实维度和虚维度之间的维度差是否可以直接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整体上，逻辑较为清晰，

但是也存在理论创新和语言表达上的不足，具体包括： 

意见 1：关于风险、跨期决策的决策规则遵循维度比较原则已有很多研究支持，本文构造实

和虚维度概念本身并没有太大创新。另外，风险和时间，一定属于虚维度也存在一定争议。



时间毕竟属于客观存在的，虽然有主观知觉成分。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认同审稿专家指出的构造实和虚维度概念的创新性问题，

对此我们做出如下回应： 

首先，我们并不寻求将“虚实”维度的提法作为本研究的创新点，在英文文献中已有人用

“invisible 或者 untouchable”这个术语作为描述概率、时间、甚至空间维度的“统称”(time/space 

of outcome dimension; cf., Chiodo, 2017; Eikmeier et al., 2013; Sarukkai, 2009)。在题为“A 

framing effect of intertemporal and spatial choice”的研究中，Kuang, Huang 和 Li（2022）提出

并报告了一个新的时空框架效应（ the time -space framing effect ），也采用了

“invisible/untouchable” dimension 这一术语来统称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our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re linked” 

(Eikmeier et al., 2013). 

It quotes from the paper of Casasanto and Boroditsky (2008) that “Results suggest that our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things (i.e., time and space) we can never see or touch may be built, in 

part, out of representations of physical experiences in perception and motor action.” 

我们使用“虚实”这个术语的本意，只是想通过一个“人为的命名”（arbitrary naming practice）

来提出一个“上位”概念，以便用一种统一的“术语”来描述在三种决策领域中，人们是如何整

合不同属性维度和备择选项的信息的（how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attribute dimensions and 

choice options is integrated (Luckman et al., 2020)）。即，一是在描述人们在采用“基于维度”

（dimension-based）的策略做选择时，更方便地“指代”三个不同领域（风险、时间、空间）

的决策过程是“比较”了哪一个有“共性”的维度。二是为了在描述人们在采用“基于选项”

（option-based）的策略做选择时，更方便地“指代”三个不同领域（风险、时间、空间）的

决策过程是“整合”了哪两个有“共性”的维度。既然这种命名是“人为的命名”，我们其实不在

意沿用“invisible 或者 untouchable”的意译，我们的英文摘要其实就是用了一个与“invisible 或

者 untouchable”具有相同意思的同义词：intangible。 

但是，从内心里，我们觉得无论英语的 invisible、untouchable 还是 intangible，都不如汉语

一个“虚”字，更达意、更信达雅—更能表达概率、时间、空间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客观物

理属性。 

如果审稿人有更好的中/英文建议，如：什么是英文对应“虚”和“实”？我们也很愿意采纳。

就此先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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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另外，风险和时间，一定属于虚维度也存在一定争议。时间毕竟属于客观存在的，

虽然有主观知觉成分”的回应。 

我们认同“时间属于客观存在的，虽然有主观知觉成分。”而且我们也认为“概率、时间、空

间”本身是客观的，对其知觉（如，∆OutcomeA,B or ∆TimeA,B）是主观的。我们用“虚”维度表

征概率、时间、空间，并没有将这 3 者看成是“主观”之意。 

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对该部分的修改（P25-26），具体修改如下：  

P25-26: “仔细审视这三类决策及其它领域的决策（如多属性决策），我们发现三类决策有

一独特共性，即可用“人为命名”（arbitrary naming practice）的“实维度”和“虚维度”来概括

地表征三类决策中的选项（见图 1）。实维度对应的是结果维度（实线标注处），虚维度对

应的是结果发生的概率、时间和距离维度（虚线标注处）。具体来讲，我们认为：被“实维

度”表征的是有形（tangible）的、可视（visible）的、可触及（untouchable）的事物，可

类比于范缜在《神灭论》中所比喻的“刃”，刃是有形的、有拥有权（have ownership）、可

消费（consumable）的“实”物（如，所有能被金钱所量化的事件）；被“虚维度”表征的则是

无形（intangible）的、不可视（invisible）的、不可触及（untouchable）的事物（cf., Chiodo, 

2017; Eikmeier et al., 2013; Sarukkai, 2009; Kuang, Huang, & Li, under review），宛如范缜所

比喻的“利”，利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形（intangible）的、无拥有权（not have ownership）、

不损耗（non expendable）的“虚”物（如，概率，时间，距离）1。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

灭也。没有“实结果”则无从选择“虚结果”。特别地，当“实结果”为获得（gains）,决策者喜

好的是与“获益结果”关联的“更大的概率”、“更近的时间”、“更近的距离”，然而，当“实结

果”为损失（losses）,决策者喜好的则是与“损失结果”关联的“更小的概率”、“更远的时间”、

“更远的距离”。即，人们对“虚结果”的“趋与避”是依“实结果”的“得与失”而定的。相比之

下，其它领域的决策（如多属性决策），就没有这种“虚实相依”的特性。如，对一盒巧克

力的喜好，不会因为是“获得”还是“损失”巧克力而改变对其色、香、味等属性的“趋与避”。 

对于最简单的二择一的风险决策（smaller-but-safer, SS; larger-but-riskier, LR）、跨期决

策（smaller-but-sooner, SS; larger-but-later, LL）和空间决策（nearer-but-smaller, NS; 

farther-but-larger, FL），通过这种人为的命名方式，概率、时间和距离分别对应的结果维

度（xp; yq；xS; xL; xN; xF）可以被看作实维度，概率（px; qy)、时间（tS; tL）和距离维度（dN; 

dF）可以被看作虚维度。具体而言，要表征某个选项，实维度是结果维度（ xp; yq 或 xS; xL 

或 xN; xF），风险中的概率维度（px; qy）、跨期中的时间维度（tS; tL）（Li, 2004, p.159）和

空间中的距离维度（dN; dF）是虚维度。之所以“人为”地从三类决策中提取、或统称所谓

的实维度和虚维度，一是为了在描述人们在采用“基于维度”（dimension-based）的策略做

选择时，更方便地“指代”三个不同领域（风险、时间、空间）的决策过程是“比较”了哪一

个有“共性”的维度。二是为了在描述人们在采用“基于选项”（option-based）的策略做选择

时，更方便地“指代”三个不同领域（风险、时间、空间）的决策过程是“整合”了哪两个有

“共性”的维度。” 

意见 2：Trope 和 Liberman 提出了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认为，人们对于

事物的反应主要依赖于该事物的表征，分成高水平和低水平表征，前者是指采用整体的、抽

象的和不确定信息进行表征；而后者强调部分的、具体的、确定性信息进行表征。心理距离

                                                             

1 对“虚实”维度的划分，可进一步参见 Li et al (2012) 对“a violation of permanence i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的讨论。 



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等。心理距离越远采用高水平表征反之低水平表征，该

远近距离表征影响人们的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从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这三个维度。该研究

提出了虚实维度理论，也想统一这三个维度，从本质上没有重大突破。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认真考虑后，我们觉得本研究的主要发现重点在于：“以虚

对实”（不同量纲比较）策略比“化虚为实”（加权求和）策略能更好地预测人们的选择结果，

因此也更像是人们在三个不同决策领域所使用的统一连贯策略”。正如我们在“回应 1”中所

言，使用“虚实维度”术语的本意，只是想通过一个“人为的命名”来提出一个“上位”概念，以

便用一种统一的“术语”来描述在三种决策领域中，人们是如何整合不同属性维度和备择选项

的信息的。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删掉了“……暗示着日后有关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的理

论研究可以统一在心理距离的框架下”的猜测内容。 

意见 3：神经科学证据较为支持选项比较理论，基于价值决策理论。现有关于维度决策理论

仍然缺少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毕竟所有决策均离不开人脑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维度决策理论的可信度。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阅读和查阅了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例如

Breiter 等（2001）研究证据支持了基于选项的决策理论，近十几年来，也有来自神经基础方

面的研究支持了基于维度的决策理论，例如我们在正文中提到的 Rao 等人（2012; 2013）的

研究从脑功能连接以及 ERP 脑电波角度探索了风险决策的决策过程，支持了人类决策过程

遵循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的假设。以上研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对基于选项和基于维度的决策

理论均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尚无法得到被统一认可的结论。 

我们在前言部分（P26-27）补充了部分文献支撑： 

P26-27：“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采用脑功能成像技术探索决策策略，但

囿于脑科学的复杂性，目前尚无法得到被统一认可的结论。例如 Breiter 等（2001）研究

证据支持了基于选项的决策理论，而 Rao 等人（2012; 2013）的研究分别从脑功能连接以

及脑电波层面探索了风险决策过程，发现风险决策任务中并不遵循加权求和的计算过程。” 

近年来，决策领域中的策略研究逐渐从基于结果的方法拓展到基于过程的方法，“眼睛是心

灵的窗户，可以直观的反映脑活动”，因此，本研究试图借助无侵扰的研究追踪技术对三个

决策领域的策略进行研究，通过寻找信息输入和结果输出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决策行为背后的

心理过程，该方法在验证决策理论方面也卓有成效，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Glöckner & 

Herbold, 2011; Pärnamets, et al, 2011）。 

相比于使用神经科学的方法，眼动追踪技术在研究决策策略方面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无侵扰，客观指标多。佩戴眼动仪器做决策时对被试的干扰较小，决策自然，而类似于

脑电技术、功能性核磁共振等方法，虽然可以从神经基础层面提供证据，但神经基础的激起

较为复杂且受环境等无关变量的干扰较大，在提取决策指标方面较为单一。而眼动技术可以

从局部、整体、静态以及动态指标中提取信息，从多方面反映决策过程。2）成本低，应用

范围广。 

但如审稿专家所言，神经科学的证据可以提供脑基础的证据，这也是眼动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讨论部分（P35）进行了讨论： 

P35:“研究 1 通过眼动技术记录决策过程中的眼球运动获取决策策略证据，虽然可以从过

程上寻找信息输入和结果输出之间的关系，揭示决策背后的机制，但毕竟所有的决策都离

不开人脑的基础，研究者（Park et al., 2019）发现当需要改变一个人的决策策略时，参与



策略转换的脑区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也印证了未来采用神经科学方法探索决策策略的

有效性和实时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 fMRI 等方法考察三个决策领域中所激活的脑区是否

一致，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提供更为基础的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Breiter, H. C., Aharon, I., Kahneman, D., Dale, A., & Shizgal, P. (2001). Functional imaging of neural responses to 

expectancy and experience of monetary gains and losses. Neuron, 30(2), 619-639. 

Glöckner, A., & Herbold, A. K. (2011). An eye-tracking study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isky decisions: 

Evidence for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based on automatic process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4(1), 71−98.  

Pärnamets, P., Johansson, P., Hall, L., Balkenius, C., Spivey, M. J., & Richardson, D. C. (2015). Biasing moral 

decisions by exploiting the dynamics of eye gaz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2(13), 4170−4175. 

Park, S. A., Sestito, M., Boorman, E. D., & Dreher, J. C. (2019). Neural computations underlying strategic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 group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1), 1−12. 

意见 4：该研究实验采用 9500 这么大金额，而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支付给被试，不符合真

实决策原则，生态效度很低。金额大小肯定会影响个体的真实决策的。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决策策略研究中，通常会设置假设的金钱结果让被试进行选

择，假设的和真实的金钱奖励是否会影响决策选择也未有统一定论。例如，已有研究确实发

现金钱大小（Takagaki & Krug, 2020）以及真实或假设情景中的金钱决策（Hertwig & Ortmann, 

2001; Horn & Freund, 2022）会影响个体的真实选择；但也有研究发现在假设和真实两种情

境下，不同的金钱大小并不会影响决策选择，例如风险决策中的风险寻求倾向（Xu et al., 

2018）以及跨期决策中的折扣率（Locey et al., 2011）都被发现不受金钱大小的影响。 

为了尽量排除金钱大小对决策的影响，我们在实验开始前的指导语中明确告知被试“实验结

束后，将随机选取您的一次选择，用模拟摇奖机程序摇奖 1 次，并根据摇奖结果来决定您的

实验报酬”。在支付被试费时，我们要求被试从自编的摇奖程序中随机抽取出一个数字（1-93，

代表 93 个试次），由被试来决定抽奖程序的决定开始和停止，并将数字所对应的选项放置到

摇奖程序中进行模拟抽奖，所抽取出的选项以一定的比例（0.1%）折算给被试，作为本次

实验的额外奖励。例如抽取出的选项为 A（45%，6,000 元），则被试会在 20 元基础被试费

的基础上获得额外奖励 6 元。该做法的目的是为了给被试模拟真实的选择，以督促其按照自

己的想法做出决策。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文中做了如下详述： 

P29：“每位参与者可获得 20 元基础以及额外奖励，额外奖励根据参与者的真实选择决

定，由参与者使用随机程序在风险决策任务中随机选取一个试次，将其在该试次上的实际选

择所得数额的 0.1%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约 3.0~9.5 元）” 

同时，我们非常认同您所提及的“金额大小会影响个体决策”，在讨论中对数值的设置问题

进行了讨论： 

P45：“但本研究还尚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本研究采用假设情景方法，让被试对抽象

的金钱结果进行抉择，但已有研究发现金钱大小（Takagaki & Krug, 2020）以及真实或假设

情景中的金钱决策（Horn & Freund, 2022）会影响个体的真实选择。虽然本研究在三个决策

领域中采用同样的金钱数值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钱大小所带来的差异，但未来研究可以考

虑将其融入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并根据场景选择具体的金额数额。” 



参考文献： 

Hertwig, R., & Ortmann, A. (2001). Experimental practices in economics: A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 for 

psychologist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4(3), 383–403. 

Horn, S., & Freund, A. M. (2022). Adult age differences in monetary decisions with real and hypothetical reward.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35(2), e2253. 

Locey, M. L., Jones, B. A., & Rachlin, H. (2011). Real and hypothetical reward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6), 552–564. 

Takagaki, K., & Krug, K. (2020). The effects of reward and social context on visual processing for perceptual 

decision-making. Current Opinion in Physiology, 16, 109–117. 

Xu, S., Pan, Y., Qu, Z., Fang, Z., Yang, Z., Yang, F., ... & Rao, H. (2018).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real versus 

hypothetical monetary reward magnitude on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brain activity. Scientific Reports, 8(1), 

1–9. 

意见 5：引言部分“这或许是因为从事贸易活动，需要统一处理货品或服务交换中可能存在

的异地交货”一句的逗号删除。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细致评阅，已修改为： 

“这或许是因为从事贸易活动需要统一处理货品或服务交换中可能存在的异地交货”。 

意见 6：引言中“或许是因为学会了如何统一在距离、时间、概率等“虚构”维度上表征选项，

人类才能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得以生存、发展，并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胜出。”建议修改

为“或许是因为学会了如何统一在距离、时间、概率等“虚构”维度上表征选项，人类才能在

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胜出。”因为其他物种也生存了下来并且在不断发展。 

回应：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修改，正文中已修改为： 

“或许是因为学会了如何统一在距离、时间、概率等“虚构”维度上表征选项，人类才能在

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胜出。” 

意见 7：引言中第四页介绍空间决策中“空间决策中的主流理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不通

顺。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后的相应内容如下： 

“空间决策领域中的主流理论依然是在补偿性/选项性理论框架之下，即遵循效用最大化原

则（Sheppard, 1980）”。 

意见 8： 

（1）研究 1 中，2.1 中“。每位参与者可获得 20 元基础费用及额外奖励作为实验报酬。”

额外奖励是否与实验任务的结果相关？ 

回应 8.1：额外奖励的获得与被试在实验中的作答结果有关。我们在实验开始前的指导语中

明确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后，将随机选取您的一次选择，用模拟摇奖机程序摇奖 1 次，并根

据摇奖结果来决定您的实验报酬”。实验结束后，我们会要求被试从自编的摇奖程序中随机

抽取出一个数字（1-93，代表 93 个试次），由被试来决定抽奖程序的决定开始和停止，并将

数字所对应的选项放置到摇奖程序中进行模拟抽奖，所抽取出的选项以一定的比例（0.1%）

折算给被试，作为本次实验的额外奖励。例如抽取出的选项为 A（45%，6,000 元），则被试

会在 20 元基础被试费的基础上获得额外奖励 6 元。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文中做了如下详



述： 

P29：“每位参与者可获得 20 元基础以及额外奖励，额外奖励根据参与者的真实选择决定，

由参与者使用随机程序在风险决策任务中随机选取一个试次，将其在该试次上的实际选择

所得数额的 0.1%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约 3.0~9.5 元）” 

（2）2.4 中介绍了计算难度高和计算难度低两种条件，低难度与高难度的金钱数额如何得

到，理论依据是什么。 

回应 8.2：谢谢审稿专家。本研究中设置的计算难度高低两种条件是通过设置金钱结果的大

小来实现，6000 和 3000 这种仅包含 1 位数的数值定为计算难度低组，9500 和 6500 这种包

含 2 位数的数值定为计算难度高组。研究 1 和研究 2 的难度操纵方法相同。 

首先，在研究 1 中计算难度的分组未进行操纵检验，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研究 1

的基础上额外做了一个补充实验（详细结果已上传至 OSF 数据共享平台）。该补充研究主要

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 1 中的计算难度高低的操纵方法的有效性问题；二是虚维度上的

概率/时间/距离参数不等值问题。在补充实验中，我们采用与研究 1 相同的逻辑来设置结果

参数，即根据数值中所包含的位数，位数越多计算难度越高，并进行了难度的操纵检验，结

果发现这种通过设置金钱结果位数多少的方式是有效的，操纵检验的结果如下图（图 A）所

示，纵坐标代表对难度的评分（0-100 评分）。为了给读者呈现这一信息，我们在正文 P35-36

做了相应的补充。具体的修改如下所示： 

P35-36:“此外，研究 1 中设置高低计算难度的方法未进行操纵检验，为了验证这一操纵

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在补充实验中采用与研究相同逻辑来设置结果参数，即根据数值中所

包含的位数多少来确定计算难度的高低，位数越多计算难度越高，并让参与者对参数进行

难度进行 0-100 的评分，结果发现这种通过设置金钱结果位数多少的方式是有效的，也保

证了在补充实验中三种领域使用的策略的结论是全面和可靠的。补充研究（见 OSF）提

供了两方面的证据，一是证明了结果维度的概率/时间/距离参数是否等价，并不妨碍决策

者采用维度间差异比较的决策法则；二是证明计算难度的操纵方法是有效可靠的。” 

 

图 A. 三种决策领域中计算难度的操纵检验 

其次，研究 2 采用与研究 1 相同的逻辑设置计算难度的高低分组，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事后

操纵检验以重复验证难度操作的有效性。考虑到本研究操纵检验题目具有较强暗示性的特

点，事前和事中操纵检验会导致被试猜测实验目的，进而影响后续的反应策略 (Hauser & 

Schwarz, 2015)。因此我们采用了事后操纵检验方法，在实验结束后进行了操纵检验，结果

发现高低计算难度的操纵是有效的。初稿中未汇报该结果，在正文中我们增加了对该部分的



简单呈现，详细的实验材料和分析结果已上传至 OSF。具体修改如下： 

“研究 2 中我们假设金钱结果为 3,000 与 6,000 的参数为低计算难度，金钱结果为

6,500 与 9,500 的参数为高计算难度。因此本研究同时呈现两组计算难度不同的参数，让

参与者分别对参数的计算难度做出主观难度评价。 

实验材料 

为方便参与者使用统一的标准对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中的参数进行计算难度的评

分，我们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情景来让参与者对计算难度进行评价，将计算难度具体化为定

价难度，可以以一种统一的呈现方式让参与者分别评价三个决策领域的计算难度，设置的

情景如下所示（以风险决策为例）： 

假设您持有兑换券两套（A 券和 B 券），并计划售卖这两套券，在售卖前您需要根据

券面所给的信息计算出一个精确的定价。 

 

 

 

实验对象 

通过问卷星（https://www.wjx.cn）实验平台共招募 215 名大学生被试，10 名被试在

所有定价策略题目中回答一致予以删除，最终有效数据 205 人，其中女性 98 名，平均年

龄 20.80 ± 1.60，问卷中设置两道检测被试是否认真作答的质量控制题，只有两道检测题

均通过后才能作为有效问卷，实验后可获得 11 元报酬。 

实验结果 

分别对风险决策、跨期决策和空间决策中所包含的9对题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

探索计算难度的操纵是否有效，结果发现对计算难度的操纵有效，其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定价策略：为了检测设置的情景是否引发被试对计算难度的思考，我们直接询问被试

在对三个决策领域中的兑换券进行定价时所采用的策略，评分大于零代表越依靠慎重的理

性分析，评分小于零代表越依靠迅速的直觉反应，将被试的评分与零（随机反应）进行单



一样本T检验，结果均发现显著差异（ps< .001）。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对所有题目的平

均评分大于28，说明本研究建构的兑换券情景激发了被试采用理性决策策略对计算难度进

行思考和评价，兑换券情景的设置有效。 

定价难度：对代表计算难度高低的两个兑换券的定价难度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后发现

计算难度操纵成功（ps < .001 t (2459) = -5.81, p < 0.001, Cohen’s d = 0.233），即，结果为

6,500与9,500的参数所代表的B券的定价难度评分显著高于结果为3,000与6,000的参数所

代表的A券的定价难度。 

但需要指出的是后置型操纵检验会产生检验效力不足的问题（卫旭华, 汪光炜, 陈义

（2022），对此，我们也增加了对操纵检验的讨论，对应的正文见 P46，具体修改如下： 

P46：“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任务计算难度是进行的事后操纵有效性检验，虽然事

后操纵检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参与者猜测实验目的影响决策反应策略的缺点，但后置

型操纵检验会产生检验效力不足的问题（卫旭华, 汪光炜, 陈义, 2022），未来研究可考

虑采用单独的预实验进行操纵检验，从而使降低实验误差。” 

参考文献： 

卫旭华, 汪光炜, 陈义. (2022). 国内管理心理实验中的操纵检验: 现状、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进展 , 30(6), 

1367-1376. 

（3）2.4 中介绍每个类型的决策任务 30 道题，高难度低难度各一半，为什么设置 30 道题，

并且“虚维度”是如何设置的，比如在跨期选择中，一直都是 60 天和 35 天么？还是也有其他

天数的设定；是否存在主观相等点问题的设定。 

回应 8.3： 

a) 为确保有足够多的试次来获得稳定的视觉注意模式，眼动实验的参数设置数量一般为

30 个 trial 左右，所以我们依据一般做法在每个决策领域中设置了 30 道题目以及 3 道

质量筛选题，每个类型的决策任务 31 个试次。P29 中对设置规则进行了补充。 

P29：“根据眼动实验的一般要求，在每个决策领域设计了 30 道二择一决策题目和 1

道质量筛查题，共 93 题。” 

b) 三个决策领域中，虚维度的数值在每一个 trial 中均是不同的，例如风险决策中包含了

45%/90%、36%/72%等 30 对虚维度不同的数值、跨期决策中包含 60 天/35 天、20 天

/10 天等 30 对虚维度不同的数值、跨期决策中包含 4 公里/2 公里、600 公里/200 公里

等 30 对虚维度不同的数值。但实维度的数值保持不变，例如都是 3000/6000 或者

6500/9500，具体参数见 OSF

（https://osf.io/t8742/?view_only=adee7739b7f944b3b6af28a54509cef6）或参考附录表

A。 

c) 本研究中并没有设置主观相等点，其设计思路在于：如果这种在未设置主观相等点的情

况下都可以得出其相等的结论，那么精心设计主观相等点的情况下一定是相等的，所

以我们认为这种不设置相等点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普适性。但为了消除读者对

该问题的疑虑，我们额外进行了补充实验，通过设置一个特定场景，将虚维度的参数

进行“等值匹配”根据情景转换设置了主观相等点，结果发现虚维度上的参数是否等价

并不影响个体采用维度间差异比较的决策法则进行决策。正文中的补充详见 P35-36. 

https://osf.io/t8742/?view_only=adee7739b7f944b3b6af28a54509cef6


“在研究 1 中，三种决策领域中选项 A（B）的“实”维度上的参数是保持一致的，（例

如结果均是¥6000 或¥3000），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虚”维度上的概率/时间/距离参数是

否匹配。对此，有人会将这种证据理解为更加有力地支持 “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的决

策策略具有一致性”这一推论，因为即使“虚”维度的概率/时间/距离参数不等值（例如，

45%  60 天  8 公里）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得到了这一结论。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会

质疑，除非有一个指标表明概率 P1（45%）和 P2（90%）之间的差异可以与时间 T1（60

天）和 T2（35 天）之间的差值相匹配（或等同于），可以与距离 D1（8 公里）和 D2

（6 公里）之间的差值相匹配，否则无法得出“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具有一致的决策

策略”这一推论。为了提供额外的证据，我们通过设置一个特定场景作为补充实验，将

虚维度的参数进行“等值匹配”。此外，研究 1 中设置高低计算难度的方法未进行操纵

检验，为了验证这一操纵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在补充实验中采用与研究相同逻辑来设置

结果参数，即根据数值中所包含的位数多少来确定计算难度的高低，位数越多计算难度

越高，并让参与者对参数进行难度进行 0-100 的评分，结果发现这种通过设置金钱结果

位数多少的方式是有效的，也保证了在补充实验中三种领域使用的策略的结论是全面和

可靠的。补充研究（见 OSF）提供了两方面的证据，一是证明了结果维度的概率/时间/

距离参数是否等价，并不妨碍决策者采用维度间差异比较的决策法则；二是证明计算难

度的操纵方法是有效可靠的。” 

（4）在 2.4 任务流程中，每道选择题包含了 AB 两个选项，选择选项 A，按“F”键，选择

选项 B，按“J”键”，应详细说明是否为左手 F 键，右手 J 键，避免反应时的差异。 

回应 8.4：谢谢审稿专家细致地指出这一问题。被试的按键反应是：实验开始时会要求被试

双手放在键盘上，其中左手食指对应 F 键，右手食指对应 J 键，该按键方向对屏幕中所呈现

的 AB 两个选项是对应的，最大程度减少反应时的差异。对此，我们在正文中添加了详细说

明： 

P29：“每道选择题包含了 AB 两个选项，选择选项 A，左手按“F”键，选择选项 B，右

手按“J”键。” 

（5）在 11 页第一段中“贝叶斯分析发现 BF01 = 4.71，风险决策（M = 257.88 ms, SE = 39.21）、

跨期决策（M = 253.51ms, SE = 33.70）和空间决策（M = 255.48 ms, SE = 35.34）的平均注视

之间无显著差异，”“平均注视之间无显著差异”应为“平均注视时间”，为书写错误。 

回应 8.5：该书写错误已修改，同时我们在投回修改稿前对全文的书写进行了多次检查和规

范，尽力避免这种书写错误的出现。 

意见 9：3.2 实验材料中“该理论一美妙之处在于，其为解决艾勒悖论（Allais, 1953）推导出

了非线性权重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该理论一美妙之处”不通顺，建议修改。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此句进行了润色，润色后如下： 

P18: “预期理论（Kahneman & Tversky, 1979）是风险决策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

的贡献之一是其为解决艾勒悖论（Allais, 1953）推导出了非线性权重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

次比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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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专家意见： 

意见 1：根据 reviewer 的意见，作者需要对文章至少进行大改才能考虑再次审稿，原因主要

来自于 reviewer 提到的将实虚维度分别内部比较后整合的假设前人已有提出，并且在漂移-



扩散模型中经过验证。当然，找到时间、概率、空间决策的共同点和结合眼动数据本身属于

较新的 idea。然而，对于眼动的数据分析太过简单，需要更加详细的论述，方能区分属性内

和属性间整合模型。采用的天平范式和传统的二选一选择的差异性到底有多大也值得讨论。

总体来说，我的个人判断是文章有其新颖之处，但是现有的分析，尤其是眼动分析结果不足，

而天平范式提供的证据也仅仅属于建议行，并非能够判断模型类别的绝对标准。因此，作者

需要考虑突出三个任务的内在决策一致性以及眼动数据到底能够回答什么问题。 

回应：谢谢编委专家中肯的建议，我们很珍惜此次的修改机会，针对您提出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一一回应。 

（1）关于实维度和虚维度的回应。 

编委专家和审稿人 1 均指出虚实维度划分的创新性问题，我们认同两位专家的意见，

我们并不寻求将“虚、实”维度的提法作为本研究的创新点，在英文文献中已有人用

“invisible 或者 untouchable”这个术语作为描述概率、时间、甚至空间维度的“统称”。 我

们使用“虚实”这个术语的本意，只是想通过一个“人为的命名”来提出一个“上位”概念，

以便用一种统一的“术语”来描述在三种决策领域中，人们是如何整合不同属性维度和

备择选项的信息的。详细叙述和回应修改见对审稿人 1 意见的回应。 

此外，我们补充了对漂移-扩散模型的讨论： 

P33：“该结论与漂移-扩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 DDM）的假设有共通之处，即

人类的决策是一个不断累积证据信息的过程，等达到证据阈值后便会做出决策

（Ratcliff et al., 2016）。” 

（2）关于眼动数据分析的回应。 

我们重点对眼动数据分析部分做了调整，分为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分析。首先，整

体层面的分析保留了原有的分析框架，将所有被试的数据进行整合后，总体上分析了

三种决策在选择结果、反应时、注视点平均注视时长和 SM 值指标上的差异，结果发

现人们在三种决策领域做决策时所采用的策略趋向于统一采用一种连贯的、领域一般

性的决策策略，此外，还更新和美化了研究 1 中的图。其次，我们在本轮修改中增加

了个体层面的分析，采用能够区分决策策略的 SM 值将每个被试进行策略区分，分为

基于选项的决策者和基于维度的决策者，并根据每个被试所采用的决策策略，使用相

应的眼动指标进行结果预测。 

以下是补充的个体层面的分析结果 P33-35： 

2.5.2 基于个体层面的分析 

SM 值区分个体决策策略 

从基于整体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三类决策在决策过程指标上存在相似性，但基于整

体的分析思路忽略了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我们使用能够区分决策策略的

SM 值从个体层面解析每个参与者在三种决策类型下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同时根据参

与者所使用的决策策略寻找相应指标来预测选择结果。从个体层面的 SM 值来看，

风险决策中有 24/32 名参与者的 SM 值小于 0（p < 0.001）,8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9）（8、11、14、18、19、21、26、27 号参与者），跨期决策中有 26/32

名参与者的 SM 值小于 0（p < .001），6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9）（5、



14、18、21、27、32 号），空间决策中有 28/32 名参与者 SM 值小于 0（p < 0.001），

4 名参与者的 SM 值大于 0（p = 0.025）（8、18、21、27 号）。根据参与者的选择，

我们将三种决策类型中，满足至少在两个类型中的 SM 值大于 0 的 5 名参与者（分

别是 8/14/18/21/27 号）归为基于选项的决策者，其余 27 名参与者归为基于维度的决

策者。这也从侧面说明参与者在三类决策上采用了相同的决策规则。 

图 6 直观的展示了三种决策领域中每个参与者在每个试次上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其

中横坐标代表试次（每个决策领域包含 30 个试次），纵坐标代表每个参与者（共 32

名，蓝色越深代表 SM 更小，更采用基于非补偿性/维度性的“以虚对实”策略，红色

越深代表 SM 更大，更采用基于补偿性/选项性的“化虚为实”策略。总体上在三种决

策领域中，蓝色多于红色，说明更可能采用基于补偿性/选项性的“化虚为实”策略。

同时，空间决策中的蓝色区域明显多于跨期和风险决策，也说明较之其他两类决策，

空间决策策略具有特殊性，值得进一步探索。 

风险决策 跨期决策 空间决策

 

图 6｜基于个体水平的 SM 值热力图，横坐标代表每个决策领域中的所有试次；纵坐标代表每个参

与者的编号，蓝色代表 SM 值小于 0，红色代表 SM 值大于 0 

眼动过程指标对选择结果的预测作用 

在区分完每个决策者所使用的决策策略后，继而探索策略背后的解释机制，鉴于

绝大多数（27/32）参与者被分配到了基于维度的决策者，接下来将针对该类参与

者进行深度分析，通过构建基于维度的眼动指标来考察这些眼动指标是否可以解

释最终的选择结果，为采用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提供证据。 

具体来说，我们构建了两个基于维度的眼动指标用来预测选择结果：维度间注视

时长差值和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值。计算方法为：维度间注视时长差值 = （虚维

度上的总注视时长 — 实维度上的总注视时长；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值 = （虚维

度之间的眼跳次数 — 实维度之间的眼跳次数）。分别以维度间注视时长的差值和

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值为自变量，以选择结果为预测变量（将 AB 选项进行 01 编

码），以参与者编号（id）和题目（item）为随机截距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

果发现维度间注视时长的差值可以预测选择结果（B = 0.13, SE = 0.06, p = 0.03）（图

7a），维度间注视时长的差值越大，表示虚维度更占优，因此会选择虚维度占有的

B 选项，这为基于维度的过程解释提供了依据。同时，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异也

可以预测选择结果（B = 0.22, SE = 0.06, p<.001）（图 7b），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值

越大，表示虚维度更占优，因此会选择虚维度占优的 B 选项，再次为基于维度的

过程解释提供了证据。 



 

图 7｜a) 维度间注视时长对选择结果的预测作用； b)维度间眼跳次数对选择结果的预测作用 

（3）关于天平范式与传统二择一范式差异的回应。 

本研究中所引入的天平，主要用来测量两个∆之间的差异，即“实维度间差别”

（∆Outcome A,B）和“虚维度间差别”（∆Probability A,B /∆Delay A,B /∆Space A,B）之间的差

异。参与者做出的选择（A-G）即是我们所关注的中介变量：维度间差异。 

而传统的二择一范式需要分三步来完成上述任务，首先评价虚维度上两个选项的差

异，其次评价实维度上两个选项的差异，最后对实维度和虚维度的差异进行判断。这

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试的认知负荷。 

虽然两种范式在本质上所能提供的信息一致，但使用天平的优势在于：1）直观和易

于理解，通过视觉辅助线索快速获得主观的差异判断，节约被试的认知负担；2）天

平两端的实维度和虚维度是两个不同的量纲，难以进行比较，通过天平的倾斜程度来

模拟被试的主差异比较，也使得难以进行比较的不同量纲转变为可以比较的相同量

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其中直观模拟天平的评定是采用相对量表测量参

与者的选择偏好，相对量表将两个选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位置上的临近可以促使参

与者直接对选项中的实维度和虚维度进行直观的对比，是一种更为严格的测量手段

（McGraw et al., 2010）。 

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观模拟天平还略显笨拙，未来可以通过寻找过程指标直接做为中

介变量进行预测，为此，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对天平的论述，具体修改如下，对应的

正文修改见 P45-46。 

“研究 2 借助“直观模拟天平”发现，个体在 3 个领域中均通过“维度间差异比较”

来达成决策。这些发现为未来发展能解释三类决策的通用模型做了数学建模的准备

工作。本研究引入的“直观模拟天平”用来对虚维度差异和实维度差异进行比较（两

个∆属于不同量纲）。较之于传统的获得维度间差异比较结果的方法（Li, 1994）,使

用直观模拟天平的优势在于：1）直观和易于理解，通过视觉辅助线索快速获得主观

的差异判断，节约参与者的认知负担；2）天平两端的实维度和虚维度是两个不同的

量纲，通过天平的倾斜程度来模拟参与者的主观差异比较，也使得难以进行比较的

不同量纲转变为可以比较的相同量纲，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任务”变为了可能。

其中直观模拟天平的评定是采用相对量表测量参与者的选择偏好，相对量表将两个

选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位置上的临近可以促使参与者直接对选项中的实维度和虚

维度进行直观的对比，是一种更为严格的测量手段（McGraw et al., 2010）。不可否



认的是，直观模拟天平范式还略显笨拙，未来可以深度挖掘替代方法获得更为生态

的比较方法，例如采用决策过程中的注视点个数之间的差异等眼动过程指标来客观

呈现参与者的维度判断结果。” 

 

（4）关于关键科学问题的回应。 

我们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在三类决策领域（风险、跨期、空间）做选择时，人们是否统

一采用一种连贯的、领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的决策策略（补偿性/选项性或者非补偿

性/维度性）做出选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眼动研究致力于探索三类决策在决策过程指标

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这种一致性是否表现在均采用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研究 2 的天

平问题则致力于则进一步验证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是否可以预测选择结果的变化。 

为了更好的在文中突出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在增加眼动数据分析（研究 1）和调整中

介分析呈现结果（研究 2）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并完善了摘要、研究亮点以及研究结

论，以着重突出文章的核心问题和研究结果，方便读者快速理解本文。 

P19：“研究亮点 1）本研究首次将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纳入统一框架中探索其在决策

策略上的相似性，用眼动追踪技术为“人们统一采用一种连贯的、领域一般

（domain-general）的决策策略做出风险、跨期和空间选择”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即，通

过对选项间的实维度差异和虚维度差异进行比较来达成最终抉择。2）本研究还探索性地

发现在跨期和空间决策领域中存在类似风险决策中的“次比例特性”，这也从共享行为效

应的角度为回答三种决策类型的一致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P22：“摘 要 如何处理概率、时间、距离这类“虚构”信息以达成风险、跨期、空间决

策或是人类在与其他物种竞争中胜出的独有能力，因此，决策研究中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人

们是采用三种领域独特性的决策策略，还是统一采用一种连贯的、领域一般性的决策策略

做出选择？研究 1 借助眼动追踪技术，在整体层面发现个体在三种决策领域（风险、跨期、

空间）中均表现出主要基于维度的眼跳模式；在个体层面发现绝大多数参与者被划分为基

于维度的决策者，且我们构建的维度间注视时长差值和维度间眼跳次数的差值可以显著预



测选择结果的变化，为维度性的选择策略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研究 2 借助“直观模拟天平”

发现，个体在三种领域中均通过齐当别理论所假设的“维度间差异比较”策略来达成选择。

两个研究表明“以虚对实”（不同量纲比较）策略比“化虚为实”（加权求和）策略能更好

地预测人们的选择结果、因此也更像是人们在三种不同决策领域中所使用的统一连贯策

略。本研究的结果抑或能为今后三种决策领域的统一数学建模提供理论基础。” 

P46-47：“研究结论（1）人们在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中统一采用一种连贯的、领域一般

性的决策策略做出决策。即，通过对选项间的实维度差异和虚维度差异进行比较来达成最

终抉择。（2）在跨期和空间决策中发现了类似风险决策中的次比例特性，从共享行为效应

的角度为回答三种决策类型的一致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该共享行为效应产生的机制可连

贯的解释为：对维度间差异比较大小的判断是最终抉择是否发生发转的关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于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做了较好的修改或说明，文章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但

还有一点建议供作者思考：正如审稿专家 1 所言，在各类决策的神经机制中，结果大都支持

选项比较理论，符合基于价值决策理论，例如 Joe Kable 发表在 nature neuroscience（2007）

文章表明，大脑价值表征脑区（VS、MPFC、PCC）是整合时间和数量属性，行为和神经折

扣模式相似；而本研究主要采用眼动技术，眼动技术可能更多反映个体在认知加工中信息检

索过程（更多控制加工），但属于大脑计算，尤其是自动计算则很难考察到，我认为认知过

程信息检索和大脑神经编码之间还有一个 gap, 建议作者认真思考和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论文的肯定，以及进一步的修改启发。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做了以

下思考，并在讨论部分对认知过程信息检索和大脑神经编码之间的 gap 进行了讨论，希望该

讨论也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如您和审稿专家 1 所言，在诸如风险和跨期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中，大部分结果

符合基于价值的决策理论，也不乏有越来越多神经机制的结论符合基于维度的决策理论，所

以总体而言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得到统一认可的结论。例如在跨期决策中，Kable

和 Glimcher（2007）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发现个体在表征价值的脑区（如

腹侧纹状体，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后扣带皮层）整合了时间和金钱属性，这些区域的活动会随

着奖励金额的增加而增加，并随着奖励延迟的增加而减少。通过神经测量折扣函数得到的金

钱和延迟之间神经层面的权衡与心理测量函数所推导出的变量之间的行为层面的权衡是相

匹配的，这为支持基于选项的跨期决策模型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风险决策中，Van 

Duijvenvoorde 等（2016）探索了补偿性决策者和非补偿性决策者在神经机制上的不同，发

现选项的维度/属性信息产生冲突时会引发 dmPFC 脑区的激活增加，这表明个体经历了决策

冲突，同时作者在文章最后呼吁决策神经科学和神经经济学不仅需要关注补偿性决策策略，

也应该扩大研究范围聚焦于非补偿性决策策略的神经机制。基于此，我国学者 Rao 等人（2012; 

2013）的研究从脑功能连接以及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角度探索了风险决策的决策过程，

支持了个体的风险决策过程遵循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的假设。随后有研究者从策略转换的角

度出发探索决策者的决策策略，发现决策者并非采用一成不变的决策策略，在同一个体身上

通常会观察到补偿性与非补偿性决策策略共存的现象，个体会根据相关信息自适应地选择决

策策略（Gluth et al., 2014）。以上研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对基于选项和基于维度的决策理论

均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尚无法得到被统一认可的结论。 



其次，根据眼脑假设（Eye-mind hypothesis）观点，在认知加工处理的过程中，人的眼

睛看到的与大脑中思考的是同步的（Daneman & Carpenter, 1980），因而眼动指标可以很好地

研究其中的认知机制和注意过程，揭示大脑的活动（黄龙等, 2020）。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眼动

技术更多地反映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信息检索过程，对于属于大脑计算尤其是自动计算

的过程很难考察到，导致了眼动中更难捕捉到快速的自动计算过程，因此认知过程信息检索

和大脑神经编码之间还存在鸿沟，这或许也是多数神经证据支持基于选项的策略，而多数眼

动过程证据支持基于维度的策略的核心所在。但这一想法也只是我们的猜测，采用 fMRI 和

眼动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比较还有待论证，目前已有研究（Purcell et al., 

2021）通过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来寻找汇聚性证据，有望对两种测量方法下的证据进行整合。 

我们分别在前言部分（P35）和总讨论部分（P51）做了相应的补充和未来展望： 

P35：“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也开始采用脑功能成像技术探索决

策策略的神经基础，例如在跨期决策中，Kable和Glimcher（2007）采用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fMRI）技术，发现个体在表征价值的脑区（如腹侧纹状体，内侧前额叶皮层和

后扣带皮层）整合了时间和金钱属性，为支持基于选项的跨期决策模型提供了神经层

面的证据，Breiter等（2001）的研究也支持了基于选项的加工方式。然而，Van 

Duijvenvoorde 等（2016）有关风险决策脑机制的研究则发现，当选项提供了互相冲突

的属性信息时，采用非补偿性策略进行决策的决策者会在属性冲突中表现出更大的背

内侧前额叶激活，这也为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过程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并呼吁决

策神经科学和神经经济学不仅需要关注补偿性决策策略，也应该扩大研究范围聚焦于

非补偿性决策策略的神经机制。类似地，Rao等人（2012; 2013）的研究分别从脑功能

连接以及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角度探索了风险决策过程，支持了个体的风险决

策过程遵循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的假设。随后有研究者从策略转换的角度出发探索决

策者的决策策略，发现决策者并非采用一成不变的决策策略，在同一个体身上通常会

观察到补偿性与非补偿性决策策略共存的现象，个体会根据相关信息自适应的选择决

策策略（Gluth et al., 2014）。这些“混合”的证据中提示，从神经科学角度研究决策策

略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 

在总讨论部分对认知过程信息检索和大脑神经编码之间存在的gap和未来展望进

行了补充，如下所示： 

P51:“研究 1 通过眼动技术记录决策过程中的眼球运动来获取决策策略证据，发

现三种决策领域在信息加工方式上均表现出基于维度的眼跳模式，更加符合非补偿性

/维度性的“以虚对实”决策策略。该方法可以从过程上寻找信息输入和结果输出之

间的关系，揭示决策背后的机制，但毕竟所有决策都离不开人脑的基础，研究者（Park 

et al., 2019）发现当需要改变一个人的决策策略时，参与策略转换的脑区也会出现相

应的变化，这也印证了未来采用神经科学方法探索决策策略的有效性和实时性，未来

研究可以采用 fMRI 等方法考察三种决策领域中所激活的脑区是否一致，从神经科学

的角度提供更为基础的数据支撑。同时，本研究涉足的还是纯粹的风险、跨期和空间

决策，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备选项同时设置成同时包含风险、跨期和空间三类决策的

选项，例如在风险选项中加入跨期和空间的概念，探寻其对选择结果的影响等。 

对研究 1 支持“以虚对实”决策策略的结果，可能会出现 2 种不同的解读：1）

根据眼脑假设观点（Eye-mind hypothesis），在认知加工处理的过程中，人眼看到的与

大脑中思考的是同步的（Daneman & Carpenter, 1980），因而眼动指标可以很好地研究

其中的认知机制和注意过程，揭示大脑的活动（黄龙 等, 2020）；2）眼动技术更多地



反映的是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信息检索过程，对于属于大脑计算尤其是自动计算

的过程很难考察到，导致了眼动中更难捕捉到快速的自动计算过程，因此认知过程信

息检索和大脑神经编码之间还存在鸿沟，这或许也是多数神经证据支持基于选项的策

略，而多数眼动过程证据支持基于维度的策略的核心所在。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下

一步工作是，或者检验采用 fMRI 和眼动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直接比

较；或者同时采用 fMRI 和眼动两种不同的方法（如，Purcell et al., 2021）以寻找汇聚

性证据，从而对两种测量方法得到的证据做出同步的、整合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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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3 意见： 

我是这一轮才开始评阅该研究，本文在之前审稿人的建议基础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进。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利用眼动和实验室实验，综合探讨了风险、跨期、空间三种决策在个体层

面存在统合的“维度间差异比较”这一策略。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的不同决策间的的统一数学

建模提供了理论基础。整体上逻辑流畅、动机清楚明白、工作量也合适。在前几轮审稿意见

的基础上，本文尚存一些可能可以改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表达上。 

意见 1：本文的部分写作值得商榷。例如关于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范缜《神灭论》、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万物之灵”等的引用似乎与文章的关系不大（例如“形存则神存，

形谢则神灭也”这一整段”）。科学论文的写作目标应该是解决科学问题，应该以简洁流畅、

便于读者理解为宜。建议作者这几个地方重新考虑一下。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最初我们引用《人类简史》《纯粹理性批判》和《神灭论》的

目的是通过较为通俗的故事引入研究主题或帮助理解所定义的术语。但审稿专家的建议也促

使我们思考是否加重了读者的理解负担和引用的必要性，基于此，我们在本轮修改中删减了

与文章关系不大的引用和表达，并重点对您提及的三处引用进行了更改，同时也多次对全文

的写作部分进行了打磨和完善。具体的修改如下所示： 



P30: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这一世纪之问历来是个难题。研究者基于各自的

领域专长提出了各种假说进行解答。从决策的角度出发，李纾（2016）提出贸易活动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抑或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标志之一。” 

P32: “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依存的。经典物理学提出任何客体空间的变化都伴随着时间的变

化，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从最基本的公式 S = VT（距离 = 时间*速度）也可窥见两者

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也被认为是认知系统的基本功能（Ulrich & 

Maienborn, 2010; Weger & Pratt, 2008）。”  

此外，在本章节中，我们添加了一个衔接过渡段： 

P32:“三种决策领域中的决策模型不仅可以同时归为两大种策略，其决策领域中所分别包

含的概率、时间和空间在认知和神经表征上也密不可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介绍实维度和虚维度的章节中，我们删除了范缜《神灭论》中关

于“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等话语的引用，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虚维度和实

维度的阐述，原因在于我们希望通过更详细的阐述“实维度”和“虚维度”帮助读者理解这

种人为命名的概念的含义。精简后的叙述如下： 

P33: “我们认为：被“实维度”表征的是有形的（tangible）、可视的（visible）、可触及的

（touchable）事物；被“虚维度”表征的则是无形的（intangible）、不可视的（invisible）、

不可触及的（untouchable）事物（同样的归类参见 Chiodo, 2017; Eikmeier et al., 2013; Kuang, 

Huang, & Li, 2022; Sarukkai, 2009）2。实维度和虚维度互相依存，没有“实结果”则无从

选择“虚结果”。” 

意见 2：此外本文的标题是否有改善的空间？“虚实维度上的结果比较：对风险/跨期和空

间决策的连贯解”这一标题显得似乎略微宽泛和空洞，读者看到标题可能也会 confused；

“对。。。的连贯解”似乎也即不符合语法习惯、也比较晦涩，建议作者可以考虑更换为更

合适的标题。 

回应：谢谢专家的提示。我们认为好的文章标题不仅可以让读者从标题中解读实验结果，同

时兼备简洁凝练，文章的核心在于验证人类在风险/跨期和空间三种决策领域中统一的采用

基于维度或以虚对实的决策策略，使用的研究工具为眼动提供的过程证据和直观模拟天平提

供的主观判断证据。基于以上标准，我们将文章的标题由“虚实维度上的结果比较：对风险

/跨期和空间决策的连贯解”修改为“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的决策策略共享：眼动和主观

判断的证据”，对应的英文标题修改为“Toward a coherent understanding of risky, intertemporal, 

and spatial choices：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我们认为该标题既

能反映出文章的主题是研究三种决策类型统一采用的决策策略，同时点明了使用眼动方法提

高的过程证据以及通过直观模拟天平测量主观判断的中介机制。 

意见 3：文章的 hypothesis development 部分，一般而言，hypothesis 应该是 stand-alone 的。

而本文的 H1/H2 的表达都很简略。这里引述原文“H1：三类决策在选择结果和过程指标上不

存在差异；H2：三类决策中虚实维度之间均进行了维度内比较”。这里三类决策、虚实维度、

维度内比较都不清楚是什么。建议作者重新考虑 hypothesis 的表达。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之前假设的写法确实有不规范之处，根据您的建议，对研

究1和2中的假设进行了更改，同时也对文中涉及到研究假设的段落进行了相应修改和完善，

正文见 P36，具体修改如下： 

                                                             
2 对“虚实”维度的划分，可进一步参见 Li 等(2012) 对“a violation of permanence i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的讨论。 



P36: “基于上述三种决策已有模型的综述和概率、时间、空间在认知表征和神经表征上

的相似性，本研究推测三类决策在过程指标和决策策略上存在诸多相似性，具体假设如

下： 

H1：在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领域中，反映决策过程的反应时指标、注视点平均

注视时长指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对此进行的贝叶斯因子分析能提供中等及中等以上

强度支持）； 

H2：风险、跨期和空间决策三种决策领域均采用基于维度的策略进行决策，即在

反映决策信息搜索方向的 SM 值指标上均小于零； 

此外，在研究 2 中修改了 H4的表述，并增加了关于调节效应的假设。根据研究综

述以及研究 1 中高难度任务的决策时间显著快于低难度任务反应时的结果，我们推测，

在低难度任务中，个体的认知能力足以采用补偿性/选项性的计算法则进行决策，而随

着计算难度的增加，个体受制于认知负荷，其认知能力不足以完成复杂的补偿性/选项

性的计算，则更可能会转而采用非补偿性/维度性的比较法则，从而导致高难度任务中

的反应时短于低难度任务。基于此，我们推理在高计算难度情况下，维度差判断可作为

中介变量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而在低计算难度的情况下，维度差判断反而不可以作为

中介变量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具体假设如下所示： 

P44-45: “研究 1 发现在风险决策领域中，个体在高计算难度的反应时短于低计算

难度的反应时，一是说明任务计算难度可能会潜在地影响决策策略选择，二是启示我们

在高计算难度的情景下，个体认知能力不足以完成复杂的补偿性/选项性的计算，则更

可能转而采用非补偿性/维度性的比较法则，通过维度差判断达成决策。因此，研究 2

再次引入决策难度作为调节变量，事后操纵检验发现计算难度高低的分组有效，并根据

以上逻辑提出如下假设： 

H4：维度间差异比较可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三种决策领域中的选择结果； 

H5: 任务计算难度通过调节维度差判断的大小影响中介机制。具体表现为：在高计

算难度下的维度差判断可作为中介变量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在低计算难度下的维度差

判断不可作为中介变量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 

意见 4：作者为什么将高低难度下的中介分析分开做，但后续又讨论并比较了不同难度的中

介效应力大小。如果想直观地比较，是否最合适的办法是直接做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呢

（moderated mediation）？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分析思路。考虑到本研究未重点关注任务计算难度这个变量，

所以在上一稿的中介分析中仅做了初步探索，直观的观察了高低难度下路径 b 的解释力度。

但您的分析建议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因此，我们按照您建议的方法重新分析了研究 2

的数据，对整个研究 2 的数据分析结构和框架进行大范围调整，试图更精确地探索任务计算

难度的调节作用，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并添加了理论模型图为读者提供更清晰的展示（见

图 9）。在探索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过程中，我们借鉴 Kuang 等人（2022）的方法，分两步

进行验证：首先采用方差分析检测调节变量（任务计算难度）和自变量（乘以 r 前后）的交

互作用是否会影响到中介变量的变化（维度差判断），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将进行下一步的有

调节的中介分析；如果交互作用不显著将只专注于中介分析。结果发现在三种决策领域中，

维度差判断并不受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在后续分析中重点关注了中介分

析。值得一提的是，上一稿和本次修改稿的结果显著性是一致的。我们在修改稿中更新了中

介分析结果，并进行了讨论。具体修改如下所示： 



P48“本节旨在考察直观模拟天平所测量的“维度差判断”是否可以作为中介变量

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以及任务计算难度是否会调节该中介效应，其路径分析模型如图

9 所示。” 

 

图 9 研究二路径分析模型 

参照 Kuang 等人（2022）使用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方法，以维度差判断（M）为因

变量，以“乘以 r 前后”（X）和“任务计算难度”（W）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如果 X*W

交互作用显著，说明 W 可能是影响整条中介链的潜在调节变量。结果发现在三个决策

领域中，“乘以 r 前后”的主效应均显著（ps < 0.001），说明本研究设置的乘以 r 前后的

实验材料引起了个体的维度差判断；任务计算难度的主效应不显著（ps > 0.05；除了跨

期领域 p = 0.032），这说明风险和空间领域中维度差判断并不受任务计算难度的影响，

跨期领域中的维度差判断受到任务计算难度的影响；X*W 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说明乘以 r 前后对维度差判断的作用不受任务难度的调节，不支持 H5中关于调

节效应的假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后续分析中不再考虑将任务计算难度作为调节变

量，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重点聚焦于检测维度差判断的中介效应。 

在中介分析中，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抽样次数为 5,000 次，并将任务计算

难度和被试编号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如果置信区间中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存

在（Hayes, 2009）。三种决策领域中的中介分析结果一致发现：维度间判断可以作为中

介变量解释选择结果的变化（图 10）。首先，在三种决策领域中，选择偏好在乘以 r 前

后一致的发生了选择反转（路径 c, ps < 0.001）；其次，直观模拟天平所测量的“维度

差判断”差异均显著（路径 a, ps < 0.001），说明乘以 r 之后引起了维度差判断的显著

变化；最后，三种领域中的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支持了 H4 中关于中介机制的假设。 



 

图 10 有意改变“不同维度间的差异”判断的选择结果条件下，三种领域的中介分析结果 

在章节“3.4.4 维度间差异比较是否可以解释选择结果的不反转”中，我们采用同样的

方法，先进行方差分析探索调节变量与自变量交互效应的显著性，再针对性的进行中介分析，

具体结果如下所述： 

P49-50：“参照 Kuang 等人（2022）在进行有调节的中介的分析方法，我们发现，

在三种决策领域中，跨期和空间领域中“乘以 r 前后”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除

了风险领域 p = 0.01），说明本研究设置的乘以 r 前后的实验材料如预期一致，并没有引

起维度差的变化；任务计算难度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说明维度差判断并不

受任务计算难度的影响；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s > 0.05），说明乘以 r 前后对维度差

判断的作用不受任务难度的调节，不支持 H5 中关于调节效应的假设。同样基于以上分

析，不考虑任务计算难度，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聚焦于检测维度差判断的

中介效应。 

采用与 3.4.2 同样的方法进行中介分析发现，“维度间的差异比较”依然可以用来解

释选择结果（路径 b，ps < 0.05），说明在选择不反转参数中个体依然是以齐当别理论

所假设的“维度间差异比较”的方式来处理实维度差异和虚维度差异信息而达成最终选

择（见图 11）。 

 

图 11 无意改变“不同维度间的差异”判断的选择结果条件下，三种领域的中介分析结果 



除了以上的数据分析之外，我们还针对研究 2 部分的实验结果进行了适当讨论，具体修

改如下，见正文 P50: 

P50：“综上，我们通过操纵的方法，从“有意改变”和“无意改变”维度差判断两

个层面探索了维度差判断对选择结果的预测效果，结果发现三种领域中人们均通过维度

间差异比较来达成最终选择。同时，本研究将任务计算难度作为调节变量探索其对维度

差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维度差判断的中介机制不受该调节变量的影响。鉴于研究 1

发现在风险决策领域中个体在高计算难度的反应时短于低计算难度的反应时，以及研究

2 发现任务难度影响跨期决策任务中的天平判断，虽然没有在研究 2 中整体地侦测到任

务难度的调节效应，但这部分数据或暗示任务计算难度确实对决策策略有潜在影响。之

所以我们没能在本研究中侦测到任务难度的调节效应，这抑或与我们采用的任务难度操

纵手段有关。未来研究可以专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此外，研究 1 中发现相比于风

险和跨期决策，个体在空间决策领域中更倾向于采用非补偿性/维度性的决策策略，通

过简单比对上述中介分析中路径 b 的系数发现，空间决策领域在预测效果上也更好，

基于此，我们做了进一步探索性分析。” 

最后，在二轮修改稿中，我们除了回答和修改了两位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外，还在通读全文的

基础上做了以下自我纠错和修改： 

1. 对全文进行了语言和写作上的润色，修改之处均标为了红色。 

2. 更新了图 2、图 4。 

3. 删除了表 3。考虑到表 3 与表 2 的高度同质性以及该描述性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有限，

可以从 OSF 补充材料中获取，基于精简原则，我们删除了表 3。 

4. 更新和修改了参考文献； 

5. 修改了英文标题以及英文摘要，摘要部分见正文 P58，红色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作者已经对审稿人问题进行较好修改或说明，已达到发表水平，建议

发表。 

编委专家意见：综合几位审稿人意见，我认为文章已经达到可以发表水平。 

主编终审意见：本论文通过两个研究，对人们在风险决策、跨期决策、空间决策领域

所采用的决策策略进行了考察。本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创新性，研究方法选用恰当，

数据分析过程科学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