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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金钱-环境”复合收益的风险决策：价值取向的影响 

作者：陈嘉欣 何贵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 1：作者在概念表达上不够精确，准确地说作者研究的是“金钱损益-环境损益”复合

的结果对决策的影响。 

回应：谢谢专家的建议。原来的题目确实不够精准。结合研究内容，现将题目改为《“金钱-

环境”复合收益的风险决策：价值取向的影响》，这样应更准确些。 

 

意见 2：摘要通常要涵盖“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贡献”，作者未提到自

己的研究贡献，这恰是亮点的地方。 

回应：已按专家要求对论文摘要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详见正文摘要。 

 

意见 3：作者写引言部分最好写一个具体例子，然后让读者和作者有经验重叠，这样或许能

感受到更多的研究意义。 

回应：审稿人的意见对帮助读者理解复合决策的含义和研究意义很有帮助。另一审稿人也提

出了类似建议。作者已在正文引言第一段及 1.1 部分的第二段添加了说明和例子，以便读者

理解金钱-环境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的含义。 

……比如，在生态旅游决策中，A 方案不控制游客数量，虽能增加经济收入，但会损害

生态环境；B 方案控制游客数量，虽会减少经济收入，但能保护生态环境。又如，在环保方

案决策中，A 方案“需投入 100 万元，有 80%的可能使年碳排放量减少 2 万吨”；B 方案“需

投入 160 万元，有 70%的可能使年碳排放量减少 3 万吨”等。此时决策者就需将金钱和环

境两类结果及其风险概率当作整体来看待。事实上，现实中的环境风险收益和经济风险收益

常会相伴而生，人们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就引出了第三类环境风险决策

——“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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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研究对研究假设部分写的不够，特别是形成假设得逻辑。 

回应：原文的研究假设部分确实不够充实。主要原因一是复合结果风险决策是一个新问题（以

往的决策研究都是关于单类同质结果或同质结果概率分布间的决策），缺少有关于异质复合

结果决策及两类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影响相关的文献；二是叙述的逻辑不够清楚。本次主要

对引言的 1.2、1.4 部分做了集中修改，进一步梳理了综述部分的逻辑：①先提出两类价值取

向的概念及其关系；②介绍单维价值取向（环境取向和金钱取向）分别影响单纯环保决策（行

为）或经济决策（行为）的研究；③分析在异质复合结果决策研究中考察两类价值取向相对

强度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相对价值取向对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的

影响；④在现有关于单一价值取向对单类结果（行为）决策的影响的基础上（未见对复合决

策和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提出本研究假设（或结果预期）。 

提出假设的分析逻辑是：以往研究认为物质主义倾向或环境态度能对相关经济行为或绿

色环保行为及决策偏好进行预测，而复合结果决策涉及多结果多特征的权衡比较，单维的价

值取向很难有效预测和反映个体对多客体多特征的权衡，因此有必要考察价值取向相对强度

的影响。由于以往研究表明特定单维价值观会分别影响人们对单纯经济和环境结果的评估与

选择，因此推测个体两类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将会对复合风险选项的评估与决策选择产生影

响。我们预期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相比于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在对复合结果进行评估与选择

时更看重环境结果部分的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赋予其占优价值取向的相应结

果以更高权重。当两个复合选项的预期效用相当时，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可能更偏好环境风

险较小的复合选项；当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环境收益时，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可能更愿意为环

境增益而承担较大复合风险；当有机会获得更多金钱收益时，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更愿意为

金钱增益而承担较大复合风险。 

 

意见 5：另外，从研究选题的角度，人的价值观对行为是有影响，但心理学多少年的研究表

明，以人格特质角度预测和解释行为的并不是很成功，人格特质对决策要有影响需要与人格

特质相关的图式被激活才能影响。 

回应：评审人关于人格特质通过图式激活而起作用的意见非常有建设性。作者在修改时已将

这一思想体现在了 6.2 的讨论部分。补充如下： 

已有研究表明价值取向会引导个体将注意指向与价值取向相一致的信息，并进而影响行

为(Nordlund & Garvill, 2002, 2003; Stern & Dietz, 1994)。价值取向的这种影响与心理图式的

激活有关。社会认知模型(social-cognitive model)认为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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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self-schemas)的可提取性来作用于亲社会行为(Aquino, Freeman, Reed, Felps, & Lim, 

2009)。自我图式作为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经验网络，会影响个体对相关信息的加工过程，

如是否注意信息、信息的重要性如何、如何整合信息等，进而影响决策倾向。Verplanken 和

Holland (2002)发现启动环保价值观会增加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偏好，但这种影响仅

发生在环保价值观处于自我概念中心的人身上。 

本研究揭示的价值取向相对强度对复合决策过程的影响可能正是通过自我图式激活而

发生的。在实验 1 中，我们发现单维价值取向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对复合选项的风险偏好，

而两类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则能有效预测个体对复合选项的风险偏好。可见，价值取向的相

对强度（而不是单维的高低）可能在认知上表现为特定的自我图式（如自我概念与环境和金

钱概念的相对联结强度）。当特定心理图式被决策任务激活时，价值观便能有效地影响决策

行为(Verplanken, Trafimow, Khusid, Holland, & Steentjes, 2009)。 

 

意见 6：我不能确保我能了解英文标题的准确意义，摘要里的句子有些太中国式。 

回应：英文标题现改为《Taking Money and Environment Together: the Role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Composite Risky Decision-making》，摘要部分也做了相应修改，并请英语专业的相关人士

进行了审阅。 

 

意见 7：总的说来，该文读起来相当费劲。 

回应：已对文章的语句表达做了通篇梳理，尽量使用简单明了的句子，并使前后逻辑关系更

清楚，以提高可读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作者在第一部分详细地阐述了“金钱-环境”的复合决策问题与以往决策问题的三

点不同，本希望看到作者在实验中重点研究“金钱-环境”决策中的这三点不同，但是作者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这些特点都“简化”了，那么最后的实验中所使用到的决策问题并不能完

全算是“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而是双维度决策问题（即每个选项中包含了两

个不同维度的结果）。这样子的“简化”使本研究失色不少，且其应用价值也降低了。 

回应：谢谢专家的意见。原文将两类结果存在因果关联、决策者和结果承担者不一致等当作

复合决策的三个特点，这种表述不够确切。准确地说，具有上述特点的复合结果是两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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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时的情况之一（即正文 1.1 第二段中描述的第一种复合范式），而两类结果彼此独立则

是另一种情况。本次修改已删除上述关于复合结果决策三个特点的表述。 

由于复合选项中的两类结果存在因果联结时，决策者对因果关联度的知觉会极大地影响

其对复合结果的整体评估，而且还存在两种可能的因果方向，情况更为复杂，影响因素更多，

容易冲淡本研究关注相对价值取向作用的主题，因此，作为对复合决策的初步探讨，本研究

选择了较为简化的第二种范式（两类结果彼此独立）进行研究。这样的取舍虽然会影响研究

的周全性（我们在 6.3 关于未来研究展望的部分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作为对复合结果决策

这一全新课题的初步研究，聚焦于相对价值取向对复合决策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关于两类结果存在因果联系的情况，我们正在开展另一项实验研究，但主要变量是两

类结果的因果强度及其知觉，与本研究的焦点不同。 

 

意见 2：在实验部分，三个研究之间的逻辑不清楚。第一个研究用问卷调查被试的价值取向，

引出第二个实验的原因是“实验 1 发现，金钱取向占优的被试更规避金钱风险较大的复合选

项（B），环境取向占优的被试更规避环境风险较大的选项。价值取向的上述效应是否是由

于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赋予两类结果以不同权重？”那么实验 1 通过两个问卷归 1 化后相减

的数据已经能够说明被试在环境还是金钱维度上，哪个权重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进行第

二和第三个实验呢？如果说，第一个实验测量价值取向的方法是特质性的，那么后两个实验

测量的价值取向可能更多地是情境性的，这样可能会更好。实验 2 和实验 3 所采用的启动方

法不一样，且因变量不一样。个人认为可以把三个实验之间的逻辑说得更清楚。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人对文章逻辑性方面提出的建议。作者已在引言 1.3、1.4 部分，实验 2

和实验 3 的开头部分对三个实验间的逻辑关系做了进一步梳理和修改补充。 

本文三个实验的逻辑性关系可梳理如下表： 



5 
 

 

 相对价值取向的测量与启动方法 决策任务 因变量 

实验 1 
自陈量表 

△V=MES-NEP 

选择任务 

A: (p1, M; p2, E) vs. B: (p2, M; p1, E) 
选项偏好(9 点量表) 

实验 2 
内隐联想测验 

d=(RTS-M–RTS-E)/SD 

两个结果量匹配任务 

 

 

 

实验 3 混词造句任务的价值取向启动 

两个概率匹配任务 

 

 

 

注：表中各符号含义见正文。 

 

实验 1 采用选择任务探讨价值取向相对强度对复合决策中风险偏好的影响，并采用两

个量表的归 1 化得分相减来表示特定价值取向的相对占优性。结果发现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

更偏好环境风险较小的选项等。它能说明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确实影响了决策者对复合选项

中特定结果风险的规避倾向（初步回答了规避什么风险的问题），但尚不能直接证明不同价

值取向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对两类结果存在赋权差异。 

实验 2 试图证明不同占优取向的被试在决策中对两类结果赋予了不同权重。实验 1 中

的问卷归一化得分差值只能说明被试价值取向上的相对优势，并不是决策中实际赋权差异。

因此实验 2 采用两个结果量匹配任务揭示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决策中赋予两类结果的相

对权重。结果表明，环境取向占优的被试的 值更大，更倾向于用较大的金钱收益来弥补特

定的环境收益风险折扣，用较少的环境收益去弥补特定的金钱收益风险折扣（初步回答了拿

什么冒险的问题）。 

上述两个实验用外显和內隐测量方式揭示了价值取向对复合风险决策的影响，并证明

了不同价值取向者在决策中对两类结果的相对赋权不同。由于价值取向还具有情境性（或状

态性），实验 3 想探究价值取向的启动是否也能影响决策者的复合决策倾向，从而进一步强

化价值取向影响复合决策的结论。实验 3 采用复合决策概率匹配任务，通过价值取向启动，

发现环境取向启动的被试更愿意为了倍增的环境收益而承担较大的复合收益风险（初步回答

了为了什么冒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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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在整篇论文中，作者都在回避一个关键问题，即面对“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决

策问题，人们到底是如何做决策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非常专业的问题。专家提及的决策策略问题，即人们在决策中究

竟是采用基于选项 (option-based)的补偿式策略（如加权求和）还是采用基于维度

(dimension-based)的非补偿式策略（如齐当别），一直是决策研究中备受争议的基础性问题。

笔者也曾对此做过研究，但最终倾向于支持 Payne, Bettman 和 Johnson (1993)在 The Adaptive 

Decision Maker 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决策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是适应性的，或者说是权变的，

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在“决策所需的认知努力”和“决策精度要求”间的权衡(effort-accuracy 

tradeoff)（当然还有其他的权变因素）。也就是说，决策者具有适应性智能，不会一成不变地

使用单一的补偿式或非补偿式策略。以往研究观察到的特定决策策略往往是限于（或依赖于）

特定的决策任务情境的，随着决策任务情境的变化，决策策略也会发生变化。当然，作者认

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究是有价值的，但并不希望得出绝对化的普适性结论。 

    本文没有明确提及决策策略问题，一是考虑到了决策策略具有权变性，二是本研究的焦

点在于相对价值取向对复合决策的影响（若要探究决策策略问题，应该是另一种研究设计）。

事实上，即便引导被试使用某种策略（实验 2 和实验 3 的任务范式能引导策略使用），相对

价值取向也都会对决策偏好产生一致的影响（详见对意见 3b 的回答）。 

 

意见 3a：在“预实验”部分，作者提到“在包含风险的金钱-环境复合结果(p1, M; p2, E)中，

若两类结果彼此独立，则其总期望效用 U(总) = w(p1)×U(M) + w(p2)×U(E)。我们假设，金

钱取向相对占优者会更看重其中的金钱结果，环境取向占优者则更看重其中的环境结果。”

说明作者假设人们对于这类决策问题是使用加权求和的策略。价值取向影响的是权重。作者

同样在“预实验”部分做匹配任务的时候也采用了非整数的结果，并提到“为避免被试进行

相乘计算”，那么其暗含的假设是防止被试做“加权求和”。这两部分信息是冲突的。 

回应：谢谢专家的问题。本文在预实验中取了非整数结果，目的是希望避免被试仅根据结果

的名义价值(nominal value，或表面价值)做简单计算，使其尽量考虑结果的心理价值。防止

表面计算并不意味着否定心理上可能进行的加权求和。之前的表述确实不够明确，现已做了

修改（见预实验部分最后一段）。 

    另外，在评价复合结果总期望效用时，U(总) = w(p1)×U(M) + w(p2)×U(E)，这也不意

味着在做选择时必定是加权求和的。毕竟“评”和“选”的认知加工过程可以相同也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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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这两部分信息并不冲突。但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们还是删除了文中与此公式

相关的内容（原文预实验部分的第一段），删除后不影响行文逻辑。 

 

意见 3b：请说明一下为什么实验 2、3 选项 B 的概率是针对整个结果呢？这样存在的问题是

会把一个维度上的折扣补偿到另外一个维度上去，比如 A（1226 元，21 天优质室内空气）

和 B（55%的发生概率同时获得___元和 21 天优质室内空气），55%是针对整个结果的，那

么选项 B 在环境的维度上是劣势选项，这样就需要在金钱的维度上进行补偿，从而使选项 A

和 B 在心理上等价。虽然在两个维度的等价任务上都采用了同样的形式，且“相对匹配值

比率”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作者还是没法回避关键的问题，即，对待这种复合结果

的决策问题，人们到底是如何决策的？是补偿性的还是非补偿性的？ 

回应：（1）实验 2 中的概率针对整个两类结果，是想通过两个等价匹配任务（匹配金钱和匹

配环境）考察被试赋予两类结果的相对权重是否受相对价值取向的影响。若复合选项中两类

结果有不同的概率，就难以通过“相对匹配值比率”来实现这一研究目的。实验 3 中的概率

针对整个结果，是想通过概率匹配任务考察特定结果倍增时被试愿意承担的整体风险大小与

相对价值取向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本质都是让被试在某一特定收益的期望变化与整体收益期

望变化间做权衡。如若同时改变两类结果的数量和概率而非有控制的设计，恐难以达成上述

研究目的，不利于揭示价值取向的效应。 

（2）关于复合结果决策的策略究竟是补偿的还是非补偿的，如前所述，我们倾向于支

持决策策略的权变观。事实上，三个实验的设计（其中实验 2 和实验 3 的任务范式能引导策

略使用）和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决策者采用补偿式或非补偿式策略，相对价值

取向都能对决策偏好产生一致的影响。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焦点所在。 

在实验 1的决策任务中，被试既可能采用补偿式策略，也可能采用非补偿式策略。如果

采用基于选项的补偿式策略，对于价值观中性的个体而言，A、B 选项具有相近的期望效用，

但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会更偏好环境概率较大的 B 选项，而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更偏好金

钱概率较大的 A 选项。如果被试采用基于维度的非补偿式策略，其决策过程可简化为(△p×E)

与(△p×M)之间的权衡（即小概率差下为“20%的 1226 元”与“20%的 21 天”间的权衡，大概

率差下为“70%的 1226 元”与“70%的 21 天”间的权衡），此时，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仍会更偏

好选项 B，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更偏好选项 A。可见，无论被试采用何种决策策略，价值取

向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方向都应该是一致的。 

实验 2 和实验 3 的任务设计则能够引导被试的策略使用。实验 2 中被试更可能采用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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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式策略，实验 3 中更可能采用补偿式策略。 

在实验2中，被试需要进行两项结果量匹配任务 <匹配金钱时：A: (M, E) vs. B: [ p, (    , 

E)]；匹配环境时：A: (M, E) vs. B: [ p, (M,     )] >，分别使得 A、B 两个复合选项在心理上

相当。在这种任务设计下，由于 B 选项中缺少一项信息，难以进行基于选项的补偿式加工，

因此被试更可能采用非补偿式策略，用一个维度的风险增益去弥补另一个维度的风险折扣。 

在实验 3 中，被试需要进行两项概率匹配任务 <金钱倍增时：A: ( M, E) vs. B: [    , (2M, 

E)]；环境倍增时：A: (M, E) vs. B: [    , (M, 2E)] >，分别使得 A、B 两个复合选项在心理

上相当。由于要匹配的概率是针对复合结果的，因此被试需将 B 选项中的两类结果当成整

体来考虑，更可能采用补偿式策略。 

三个实验发现，环境取向者（相比金钱取向者）会赋予环境结果以更高权重，在复合结

果期望效用相当时更偏好环境风险较小的选项，在环境结果被打折扣时会用更多的金钱风险

增益去弥补，在有机会获得环境增益时会愿意承担更大的复合风险。这些相互一致的结果意

味着在金钱-环境复合结果决策中，采用何种决策策略可能取决于决策者在认知努力和决策

精度间的权衡，但决策策略的不同不足以改变相对价值取向对复合决策偏好的影响方向。 

    以上关于决策策略的讨论分析，我们已在讨论 6.2 中进行了补充。 

 

意见 4：实验 1 中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概率差异？假设是什么？没有出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回应：实验 1 中通过设置“45% vs. 65%”的小概率差和“15% vs. 85%”的大概率差两个条

件，构建了两类结果的确定性优势差别较小和较大两种复合决策情境，目的是希望更好地揭

示相对价值取向对决策选择的影响。我们假设，当△p 较大时，相对价值取向对决策偏好的

影响可能会被放大，即随着复合收益中环境结果的确定性优势增大，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在

大概率差下会比小概率差下更加偏好“金钱风险较大-环境风险较小”的复合选项 B。 

    但实验 1 的结果未发现概率差大小的主效应以及它与相对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其原因

可能有二：一是在金钱-环境复合收益风险决策中，相对价值取向是一个强变量，它可能掩

盖了概率差的效应；二是在本实验中，特定结果是否存在确定性优势是影响被试选择的主要

因素，而这种优势的大小（即概率差水平）则可能未被充分加工。 

    作者已在实验 1 第三段和 3.3 部分的第四段补充了相应的解释。 

 

意见 5：讨论 6.1 和 6.2 部分没有明显的差异，需要交代地更加清楚，以及需要补充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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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应用价值。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已将原讨论 6.1 和 6.2 部分做了删减和合并，同时总讨论按照

①相对价值取向对金钱-环境复合风险决策的影响；②相对价值取向的作用机制；③研究的

实际意义及未来展望三个部分重新做了修改和梳理。具体修改详见讨论 6.1、6.2 和 6.3。 

 

意见 6：笔误：P13，“可表示为 A: ( M, E) vs. B: [     , (2M, E)]；（2）环境结果倍增时的概

率调节匹配任务：即“以多大概率（记为 P2）同时获得 1226 元和 46 天的优质室内空气”

和“确定同时获得 1226 元和 21 天优质室内空气”在心理上一样好。可表示为 A: (M, E) vs. 

B: [     , (M, 2E)]”。21 天的倍增结果是 46 天？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细致评阅。该处笔误已修改为 42 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3意见： 

意见 1：本研究发现，环境取向的个体更偏好环境收益，而金钱取向的个体更偏好金钱收益。

这一结论完全在人们的常识范围中。作者不妨再挖掘一下研究的理论意义，包括为何要关注

“价值取向”这一变量。 

回应：谢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在引言的 1.2 部分对为什么研究价值取向、研究的理论意义

等内容作了重新梳理和补充。 

（1）首先，以往虽有研究分别揭示了高低金钱取向的个体和高低环境取向的个体在环

保行为和经济行为上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也基本合乎常识，但我们并不知道在金钱-环境

复合结果决策中，两种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会有何种影响。 

（2）在复合决策过程中，相对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否表现为对异质结果特定概率分布的

偏好以及对相应结果的权重配置也值得探讨。 

 

意见 2：作者认为“决策中的环境结果还具有不确定性，无论人们采取何种环保措施，预期

的环境结果都不一定必然发生。从这个角度讲，环保决策也是一项风险决策。”作者需要更

细致地分析为什么可以将环保决策看作风险决策。 

意见 2a：首先，与典型风险决策（例如抛硬币，50%抛到正面得 100 元，50%抛到反面不得

钱）的概率性不同，有些环保决策具有必然性。比如，人们排放污水，水质就一定会得到破

坏。这种具有因果关系的决策与风险决策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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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人关于分析环境决策的风险性的建议。我们已在引言的第一段就此做了

补充说明。 

环保风险决策与传统的抛硬币式风险决策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正如特

定投资方案并不必然导致一定数额的得益或损失一样，我们认为，对于环保方案而言，产生

特定的环境结果（如空气、水质或土壤的改善达到预定目标值）通常也是概率事件。也就是

说，虽然环保行为与环境结果间存在因果联系，但其因果关联度通常不是 100%。本研究正

是从这个角度说明环保决策的风险性的。当一项环保决策既要算经济账（金钱的风险收益）

又要算环境账（环境的风险收益）时，就涉及对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  

 

意见 2b：其次，如果要将环保决策看作是风险决策，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持，例如，将环保

决策中的主要因素与风险决策中的主要因素（概率和价值）建立关联。 

回应：谢谢审稿人的建议。环保决策中的环境结果量（如碳排放减少 1 万吨、优质空气天数

达到 100 天，污水排放减少 1 万吨等）对应于经典风险决策中的损益值（得 100 元或失 100

元）；环境结果出现概率（如某项环境治理方案有 80%的概率使年污水排放减少 10 万吨）

也对应于经典风险决策中的损益概率。关于这一类比，已体现在引言 1.1 的第二段中。 

 

意见 3：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可以对两种“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范式进行举

例。例如，在实际生活中，什么样的决策是在“小金钱损益+大环境损益”与“大金钱损益

+小环境损益”中做选择。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另一位专家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我们已根据两位专家的建

议在引言 1.1 第二段中做了相关例子的补充。参见对审稿人 1 意见 3 的回应。 

 

意见 4：本文的理论推导部分略显薄弱。关于价值取向如何影响“金钱-环境”复合结果风

险决策，作者只用了“1.3 研究构思”前的一段来论述。而通过这一段的论述，也没有推出

研究假设。因此建议着重修改这一段。例如，是否考虑将总讨论中的“环境价值取向的个体

会较少使用私家车，较多进行垃圾回收和再利用等环保行为”等内容移至该段，通过分析提

出研究假设。尽管相关研究较少，但理论支持或实证研究支持是必须的。 

回应：谢谢专家建议。我们着重对引言 1.2 和 1.4 部分做了集中修改，并按专家建议将总讨

论中的有关内容移到 1.2 中，充实了以往研究基础，尽量克服相关研究文献少的限制，通过

合乎逻辑的分析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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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部分的逻辑思路是：①先提出两类价值取向的概念及其关系；②介绍单维价值取向

（环境取向和金钱取向）分别影响单纯环保决策（行为）或经济决策（行为）的研究；③分

析在异质复合结果决策研究中考察两类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本研究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相对价值取向对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的影响；④在现有关于单一价值取向对单

类结果（行为）决策的影响的基础上（未见对复合决策和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研究文献），

通过分析提出本研究假设（或结果预期）。 

提出假设的分析逻辑是：以往研究认为物质主义倾向或环境态度能对相关经济行为或绿

色环保行为及决策偏好进行预测，而复合结果决策涉及多结果多特征的权衡比较，单维的价

值取向很难有效预测和反映个体对多客体多特征的权衡，因此有必要考察价值取向相对强度

的影响。由于以往研究表明特定单维价值观会分别影响人们对单纯经济和环境结果的评估与

选择，因此推测个体两类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将会对复合风险选项的评估与决策选择产生影

响。我们预期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相比于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在对复合结果进行评估与选择

时更看重环境结果部分的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赋予其占优价值取向的相应结

果以更高权重。当两个复合选项的预期效用相当时，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可能更偏好环境风

险较小的复合选项；当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环境收益时，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可能更愿意为环

境增益而承担较大复合风险；当有机会获得更多金钱收益时，金钱取向占优的个体更愿意为

金钱增益而承担较大复合风险。 

 

意见 5：需要解释 1.3 部分的花生米效应。当然，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提这一效应，

如果必要，就需要解释；如非必要，可以删去。 

回应：感谢评审人的建议。花生米效应是指与风险决策中的数额效应相反的现象，即随着客

体价值增大，其概率折扣变大，个体更风险厌恶。由于该效应的中文直译容易让读者产生困

惑，因此在表达上仅保留对效应的描述，而删去了效应名称。提及此效应，是想说明本研究

通过两个预实验使得复合选项中的金钱结果和环境结果在心理上相当是必要的。修改后不影

响行文逻辑。 

 

意见 6：研究 1 的假设“金钱价值取向占优的个体会更偏好金钱风险相对较小的复合选项，

环境取向占优的个体更偏好环境风险较小的复合选项”。由于先前缺乏理论推导，这里提出

的假设显得有些唐突。 

回应：谢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将具体假设提出过程在实验 1 的假设提出部分（实验 1 第三



12 
 

段）和引言 1.2 部分进行了补充。 

在我们的检索范围内没有找到环境取向或金钱取向与风险寻求或风险规避倾向相关的

研究，更未见相对价值取向与复合决策关系的研究。对于金钱-环境复合风险决策来说，我

们很难说选择某个选项代表冒险或是保守，只能说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体在复合风险决策中更

愿意规避什么风险（金钱风险还是环境风险）、拿什么冒险，以及为什么冒险。在有关单维

价值取向影响单纯经济或环境决策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我们推测在复合风险决策中，特定价

值取向占优的个体会更看重与价值取向对应的结果在效用或确定性上的优势。因此在实验 1

中，在 A、B 选项的期望效用一致的情况下，环境确定性占优的复合选项更可能被环境取向

占优个体所偏好。因此有上述假设。 

 

意见 7：前文提到“在同一个体身上，金钱价值取向和环境价值取向既可以相容也可以相冲

突”，而在实验 1 中，作者将金钱取向与环境取向的得分相减，这种处理损失了很多信息。

例如，双高（两种取 向得分都高）和双低（两种取向得分都低）的被试，经过相减处理后，

在得分上一致，但其实两者有很大差异。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两个自变量来分析，对偏好程

度 做回归。做完回归，再选取双高、双低、一高一低、一低一高的被试，比较其偏好程度。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已在 3.3 部分做了数据分析的补充。 

    考虑到金钱-环境价值取向双高和双低的被试可能具有相似的△V，我们以金钱伦理量表

得分和新生态范式量表得分为自变量，偏好程度为因变量做线性回归，以探究单维价值取向

的高低是否也会影响个体对复合收益的风险偏好。两量表得分相关不显著，r = –.06，ns。

回归分析表明，在小概率差条件下，新生态范式量表得分能预测个体对复合选项的风险偏好

(β = .303，t = 3.19，p = .002)，越是环境价值取向的个体越是偏好环境相对小风险的复合收

益，但金钱伦理量表得分则无显著预测作用，β = –.110，t = –1.15，ns；在大概率差条件下，

两量表得分均无法有效预测个体对复合选项的偏好程度(金钱：β = –.149，t = –1.52，ns；环

境：β =.147，t = 1.49，ns)。我们进一步按两个量表的得分中位数将被试分为高 M-高 E、高

M-低 E、低 M-高 E 和低 M-低 E 四种类型，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概率差条件下，金钱、

环境单维价值取向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双高组与双低组的偏好程度也无差异（小

概率差：t(43) = –.76，ns；大概率差：t(45) = –.59，ns）。这说明在金钱-环境复合风险收益

的决策中，单维价值取向不能有效预测个体在复合收益风险决策中的偏好，证明了考察两种

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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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8：实验 2 中的金钱词汇均为两个字，环境词汇既有两个字又有三个字，长度的不匹配

是否会影响实验结果？例如，人们对三个字的环境词汇反应较慢，对其与自我词的联结反应

也较慢。相反，对两个字的金钱词汇反应较快，对其与自我词的联结反应也较快。 

回应：谢谢专家的问题。在本研究的内隐联想测验中，词汇长度、熟悉性等因素可能造成的

个体对不同词汇反应速度的差异并不会影响测量结果。IAT 要求被试将三组 24 个词汇作以

下两种归类：归为“金钱词或自我词”还是“环境词”（组块 1 和 4），以及归为“环境词或

自我词”还是“金钱词”（组块 2 和 3），然后比较两种归类间的反应时差异。这种归类任务

并非直接测量和比较自我词分别与环境词或与金钱词联结时的反应时。由于所有 24 个词汇

在所有组块中均会随机出现，在两种归类下（组块 1、4 和组块 2、3）也完全相同，因此即

使词汇字数与反应时有关（事实上，个体对任意两个不同词汇甚至是同一词汇的两次反应，

都可能有反应时差异），它的影响也会被平衡掉。 

 

意见 9：实验 3 操作检查中，对被试所写词汇类型的判断是如何进行的？需要有详细描述。 

回应：已按专家建议在 5.3.1 部分做了相应补充。结合 5.2.1 的第三段，读者应该能理解启动

检测过程。 

在 5.2.1 的第三段，已说明“造句任务结束后，会向启动组被试呈现五个目标检测词。

金钱取向启动组的检测词为“用”、“缺”、“省”、“花”、“很多”；环境取向启动组的检测词

为“浪费”、“重视”、“优质的”、“改善”、“珍惜”。被试需要在每个字或词语的前面或后面

加上一个首先想到的字或词语，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词语或短语。” 

在 5.3.1 中，经补充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统计控制组被试在五个金钱检测词前后添加的字词中涉及金钱词汇的平均个数和在五

个环境检测词前后添加的字词中涉及环境词汇的平均个数，以及金钱取向启动组和环境取向

启动组被试分别在检测任务中填写的涉及金钱和环境的词汇个数，见表 3。所填词汇的类型

由两名研究生共同做判断，结论不一致时征询第三方意见，并由多数原则确定。实验中被试

所填与金钱有关的词汇有钱、金钱、工资、资金、费用等；与环境相关的词汇有空气、水、

水资源、环境、资源等；无关词汇有（浪费）食物、（重视）效率、（优质的）服务、（改善）

睡眠、（珍惜）友谊、（用）心、（缺）乏、（省）份、（很多）机会、（花）朵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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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 1：引言部分比之前显得更充实，更具有可读性，能够在最开始就让读者知道本文研究

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问题提出部分的铺垫还是显得很薄弱： 

意见 1a：在对审稿人 3 的意见 4 的回复中，作者详细地阐述了问题提出的逻辑，但是由于

缺少相关研究的铺垫，这样的理论推导显得非常薄弱。具体而言，作者在对价值取向概念的

介绍以及单维价值取向对决策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出对于异质复合结果要考虑相对价值取向

的影响。“当决策情境涉及到对环境和金钱复合结果的评估与选择时，单维的价值取向可能

不足以有效解释个体对多客体多特征的权衡，因此在复合决策研究中有必要考察两类价值取

向相对强度的影响”。从常识上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始终觉得，其中缺乏一些理论

的推导。“然而，由于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是一个新课题，从相对价值取向角度做分析也是

一个新视角，目前尚未见有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探讨了的是“金钱-环境”复合收

益的风险决策，复合的决策问题有很多，比如择偶，两个候选人在相貌和社会地位上不相等，

相貌和地位就是异质的。因此，针对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是存在的，建议作者再试图寻找一

些理论的支持，会让文章更加充实。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关于加强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理论支持的建议。从现有决策理论模

型的内容看，它们确实主要涉及两个（或多个）同质单结果间或两个（或多个）同质结果分

布（如概率分布或时间分布等）间的选择问题，因此对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

探索性。但原文中“目前尚未见有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的表述可能显得绝对，因此，本次

修改时删去了这一句。删除后不影响行文逻辑。 

    在择偶的例子中，决策者需基于相貌和社会地位两种不同的属性对候选人（同质客体）

进行选择，其备择方案可以表示为 k 维（属性个数）的向量空间。而在本研究中，选项内的

金钱和环境结果是两类异质客体，它们各自具有结果量和概率两种不同性质的属性。决策者

在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决策中需对多特征（或属性）的两类异质客体进行整合，其备择方

案可表示为 n 行（异质客体个数）×k 列（属性个数）的矩阵空间。因此，两者还是存在一

定的差异。不过，专家指出的“有必要考察两类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的影响”的理论支持问

题，确实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和加强。 

本次修改时，我们从三个方面（包括两类价值取向与两类行为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两

类价值取向关系的理论观点）进一步补充和明确了为何在复合结果决策中有必要考察两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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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相对强度的研究和理论基础。（1）诸多以往研究表明，两类价值取向均会对环境行为

和金钱行为产生影响(Brown & Kasser, 2005; De Groot & Steg, 2007; Hurst, Dittmar, Bond, & 

Kasser, 2013; Loukopoulos, Jakobsson, Gärling, Schneider, & Fujii, 2004)，也就是说，对环境结

果或金钱结果的决策可能不只受单一价值取向的影响；（2）一些研究认为，个体的环境取向

和金钱取向间的相互冲突是其金钱追求行为和亲环境行为相互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Burroughs & Rindfleisch, 2002; Grouzet et al., 2005; Schwartz, 1992, 2006)。这意味着个体的环

境取向和金钱取向可能是此高彼低的关系；（3）有研究认为，在同一个体身上，金钱价值取

向和环境价值取向也可以是相容的(Grouzet et al., 2005; Maio, Pakizeh, Cheung, & Rees, 2009; 

Schwartz, 1992)，这意味着两种价值取向可以是彼此独立的（可以存在双高、双低等情况）。

基于上述研究和理论观点可以推知：在研究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决策时，若只考虑单一价

值取向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另一价值取向对复合决策倾向可能造成的影响，因而有必要考察

两类价值取向相对强度的影响。 

具体修改详见引言 1.2 部分的第三段。 

 

意见 1b：1.2 的后半部分，其实质内容是研究构思，请作者再仔细考量引言部分的结构。 

回应：谢谢专家的意见。现已将原 1.2 后半部分的内容移至原 1.4 部分并作适当调整，1.4

部分的标题改为“研究构思与假设”。 

 

意见 2：在“6 讨论”部分还应进一步整理，梳理清楚，让每部分的层次更加清晰。 

意见 2a：6.2 部分“相对价值取向的作用机制”其实是两个部分的内容（1）价值取向与心

理图式的激活有关；（2）决策策略在其中不会产生影响。建议作者分为两个小标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关于讨论部分结构层次优化的建议。现已将原讨论 6.2 部分细分为

6.2.1“价值取向的作用与心理图式激活”和 6.2.2“价值取向的作用未受决策策略影响”两

部分，并对个别文字作了相应修改。 

 

意见 2b：6.3 部分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几个标题，加上研究不足。 

回应：谢谢专家的意见。现已将原讨论 6.3 部分拆分为 6.3“研究的现实意义”和 6.4“研究

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并补充了有关研究不足的相关内容： 

本研究作为对复合结果风险决策的初步探索，出于研究焦点和简化研究的考虑，排除了

两类结果存在因果联系的情况，以及环境损失情形，并统一了决策主体和结果承担主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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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复合结果形式设定为基于个体的同时性金钱和环境风险收益。但在现实决策中，复合选

项中的金钱和环境结果往往存在一定的继时性和因果联系，还可能同时包含得益和损失。此

外，环境结果与金钱结果的承担者往往也并不一致，金钱结果的承担者通常是决策者本人或

其代表的组织，而环境结果的承担者则更为广泛和不明确，因此，在涉及环境结果的复合决

策中，“责任分散”和“搭便车”心理更有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的结论

在概化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 

 

意见 3：其他问题：作者将题目改为了“金钱-环境”复合收益的风险决策，但是在文中不

少地方还是使用的“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风险决策，请对文中相应的表述仔细考虑然后

进行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评阅，已对相应的表述进行了修改。仅在关于金钱-环境复合决

策的一般性范式和规律的描述段落中保留“金钱-环境复合结果”的表述，而在本研究相关

的内容中则全部采用“金钱-环境复合收益”的表述。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作者很好地回应了之前的疑问，已无其它问题。一个小建议：请在图 2、4、5 中标明

error bars 代表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图表中的误差线均代表正负一个标准误，已在相应图表处增加

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