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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高善良特质在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内隐优势 

作者：孙俊才; 寻凤娇; 刘萍; 张文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该文章通过三个行为实验考察了善良特质对情绪加工的影响。研究发现，与

低善良被试相比，高善良被试对情绪性人际关系词表现出显著的正性注意偏向，更倾向于采

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而且高善良被试能更好地克服“愤怒优势效应”（表现为更快地从愤

怒面孔中搜索出高兴面孔），反映了其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研究问题具有较好的科学意义

和应用价值，研究设计思路清楚。但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备注：在文稿中，根据第一位审稿专家进行的修改见绿色字部分） 

 

意见 1：实验 1 的结果描述有错误，如 p9：“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善良被试在人际积极词

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善良被试，F(1,48)  

回应：感谢专家的审阅！实验 1 的结果改为：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积极人际词上，高善良

被试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善良被试的反应时，见“2.3结果”部分的绿字。 

 

意见 2：实验 2 的研究假设是：善良特质优化内隐控制型情绪调节态度，那么我们会预期高

善良被试在相容任务阶段的反应时小于不相容任务阶段的反应时，可是作者却说高善良被试

在相容任务阶段的反应时大于不相容任务阶段的反应时支持了其研究假设，这里的逻辑是什

么？另外，统计结果的报告也不完整，如“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善良组在两种任务上的反

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表现出相容任务反应时长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的倾向，F(1, 54) = 

3.36，p = 0.07，ηp² = 0.06，95%CI 为[-12.71, 284.98]。但低善良组的结果没有报告。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 

实验中为了平衡试次顺序影响，设计了两个实验程序，一个程序是相容任务在第四部分，

不相容在第七部分；另一个程序是不相容在第四部分，相容在第七部分。由于我们的失误，

在统计分析时没有将数据调换过来，报告了错误的结果，我们为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们重新整理了数据，报告了正确的实验结果，结果显示，高善良被试在相容任务上的

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符合经典 IAT 效应的假设，而且高组的 D 值显著大



于低组的 D 值，这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高善良被试持有更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控制性内隐

态度，而低善良被试持有更为消极的情绪调节表达性内隐态度。具体修改见“3.4 结果”和“3.5 

小结”的绿字部分。 

 

意见 3：实验 3 在 p = 0.097 的情况下把交互作用定义为边缘显著是否合适？之后为什么对

两组被试在三种面孔组合上的反应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而不是简单效应检验？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 

（1）实验 3 在 p = 0.097 的情况下把交互作用定义为边缘显著确实不合适。p = 0.097 表示交

互作用不显著。 

（2）虽然交互作用不显著，为了进一步探讨两组被试在三种面孔组合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借鉴以往研究（何宁，朱云莉，2016）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高善良被试从愤

怒面孔中搜索到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是否短于低善良被试，从而证明高善良被试的情绪恢复效

率更高。 

综上，我们在“4.4.2 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的反应时”部分改为：面孔组合方式和组别

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110) = 2.38，p = 0.097。进一步对两组被试在三种面孔组合上

的反应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绿字部分。 

参考文献： 

何宁, 朱云莉. (2016). 自爱与他爱:自恋、共情与内隐利他的关系. 心理学报, 48(2), 199-210. 

 

 

意见 4.所有的结果图都不规范，应该标注标准差或标准误，以及差异显著性。而且重复的结

果表和结果图只保留一种就可以。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 



我们重新绘制了三个实验的结果图。考虑到原稿实验 3 结果图 7 与结果表 5 的重复度较

高，在修改中只保留了结果表 5，删除了结果图 7。请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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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 意见：该研究以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为基础，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高低善良

特质对内隐情绪调节各项子任务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低善良被试相比，高善良被试对情绪



性人际关系词表现出显著的正性注意偏向；高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调

节情绪；高善良被试在搜索“靶目标为高兴面孔，干扰目标为愤怒面孔”时的反应时显著较快。

研究设计合理，逻辑清晰，数据分析合理，结果能够较好的支持结论。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备注：根据第二位审稿专家进行的修改，见文稿红色字部分）。 

 

意见 1：文中假设部分缺乏相应的参考文献支撑。例如，“多项研究证实了视觉搜索任务中

存在愤怒优势效应(徐展，李灿举，2014)。基于上述研究，从愤怒面孔背景中搜索高兴面孔

的反应时指标可以作为内隐调节效果的指标之一。” 多项研究证实了….，作者却只列了一

个研究，是否应该多引用几个？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文中添加了相关的引用，见“1.2.3善良特质影响内隐情绪恢复效果”的红字部分，

并将相应参考文献补充完整。 

新增参考文献为 

Lipp, O. V., Price, S. M., & Tellegen, C. L. (2009). Emotional faces in neutral crowds: detecting displays of anger, 

happiness, and sadness on schematic and photographic images of fac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33(3), 

249-260.  

Öhman, A., Juth, P., & Lundqvist, D. (2010). Finding the face in a crowd: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tractor 

redundancy, target emotion, and target gender.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7), 1216-1228. 

Schmidt-Daffy, M. (2011). Modeling automatic threat detection: development of a face-in-the-crowd task. 

Emotion, 11(1), 153. 

 

意见 2：实验一的材料与程序部分，“所选的积极人际关系情绪词和消极人际关系词在情绪

效价等级评定上得分差异显著，”那么积极情绪词和消极情绪词的唤醒度如何控制？作者没

有进行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个问题。在实验过程中，由于汉语情感词系统库的词汇不能

完全满足我们的实验需要，因此，我们参照王一牛，周立明和罗跃嘉(2008)评定情绪词愉悦

度和唤醒度的方法，进一步评定了这两类词的愉悦度和唤醒度，防止情绪词的唤醒度对效价



产生干扰作用。在第一稿中考虑到篇幅没有报告这部分结果。现把这部分结果报告到文稿中。

请专家审阅。 

结果表明，积极情绪词的愉悦度（M = 7.33, SD = 1.42）显著高于消极情绪词的愉悦度

（M = 2.32, SD = 1.60），t(29) = 10.14，p < 0.0001；积极情绪词的唤醒度（M = 6.09, SD = 1.52）

与消极情绪词的唤醒度（M = 5.24, SD = 1.70）差异不显著，t(29) = 1.79，p = 0.083。 

参考文献 

王一牛，周立明，罗跃嘉. (2008). 汉语情感词系统的初步编制及评定.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2(8), 608-612.    

 

意见 3：实验任务的表述还需要更加细致，如，“相容任务是指被试把情绪调节控制词和积

极属性词联合并按“F”键反应，把情绪调节表达词和消极属性词联合并按“J”键反应；不相容

任务是指被试把情绪调节表达词和积极属性词联合并按 “F”键反应，把情绪调节控制词和消

极属性词联合并按“J”键反应。”受试者按键有没有时长限制？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细化了表达。 

（1）相容任务是指被试把属于“情绪控制”和“积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F”键，把

属于“情绪表达”和“消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J”键。不相容任务是指被试把属于

“情绪表达”和“积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F”键，把属于“情绪控制”和“消极属性”

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J”键。见文稿“3.3实验程序”部分红字修改。 

（2）被试的按键没有时长限制，在结果统计分析前，我们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反应

时小于 300ms 和大于 10000ms 的数据进行剔除，对错误的反应时用该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加

上 600ms 来替换（刘俊升，桑标，2011）。   

 

意见 4：“情绪控制目标词”和“情绪调节控制词”要统一；“情绪表达目标词”和“情绪调节表达

词”要统一。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 

我们统一表述为“情绪控制目标词”与“情绪表达目标词”。  

 

意见 5：所有结果的柱状图都只有平均值，应该加上标准差，并且注明显著的差异。 



回应：第一位审稿专家也指出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建议！ 

我们重新绘制了结果柱状图，另外，根据第一位审稿专家意见 4 所指出的结果表与结果图只

保留一种的建议，我们在正文文稿中删除了图 7，详见文稿与第一位审稿专家意见 4 的回应。 

 

意见 6：文中参考文献部分出现了 Mauss, Bunge, & Gross(2010)，应该改成 Mauss, Bunge 和

Gross(2010)，建议规范引用；其次，在文后参考文献部分，出现了期刊名缩写的情况。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在认真校对的基础上，修改了（见文稿红字部分）三个

方面的内容： 

（1）正文中只写第一作者的引用，根据规范要求补充了全部作者。 

（2）修改了引用时的英文括号，采用中文括号，符合引用规范。 

（3）修改了参考文献，将期刊名改为了全称（“&”改为“and”）并斜体，修改了作者名不规

范的文献，补充了文献的卷次和页码信息，将页码范围符号改为“-”，删除了一条重复的文

献,增添了三条新文献。 

 

意见 7：文中出现英文单词错误，比如“bebefits”等；其次出现若干中文语言错误；英文摘要

存在一些语法问题，比如，“At last, the participants’ emotion were tested by PANAS once more.” 

和“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ttention”等等，建议作者认真修改英文摘要。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明察秋毫！ 

我们根据《心理学报》的摘要要求重新写了英文摘要，并请英语专业的同事进行了细致

修改，请专家审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审阅了作者的修改和回复，我没有进一步的意见，同意发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提升了文稿的质量。 

 

 

审稿人 2 意见：该研究以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为支撑，设计 3 个行为实验考察了高、低

善良特质与情绪调节三个子任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vs.低）善良被试对积极的情



绪性人际关系词更敏感；高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调节情绪；高善良被

试搜索愤怒背景下的高兴面孔的速度更快。该选题较有新意，实验设计较为合理，但仍有较

多的地方需要继续完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肯定！您的支持和建议极大地促进文稿的完善。 

备注：第二轮修改和补充文字采用蓝色字标记。 

 

主要问题 

意见 1：摘要对实验结果的概述不全面，建议分别阐述两组被试对应的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建议，完善了摘要写作。修改后的摘要为： 

摘 要 基于善良特质在中国人人格修养中的重要价值，本研究以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

论为模型参照，设计了三项行为实验检验善良特质的导向性与内隐情绪调节三项子任务的关

系。研究 1 采用 Stroop 任务，比较高低善良被试判断人际关系词颜色时，是否受到色词内

容的干扰，结果发现，高（vs.低）善良被试对积极的情绪性人际关系词更敏感；研究 2 采

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任务，比较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差异，发现高（vs.低）善良被试更

倾向于采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调节情绪；研究 3 在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条件下，采用面孔

表情视觉搜索任务，间接考察内隐情绪修复效果。结果显示高（vs.低）善良被试搜索愤怒

背景下的高兴面孔的速度更快。三项实验结果一致地表明善良特质利他重感情的行动目的性

在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中具有内隐优势，具有积极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 

 

意见 2：在问题提出部分，作者介绍了善良特质的作用以及研究善良的必要性，也介绍了内

隐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并将其与外显情绪调节进行了初步比较，但从头至尾都没有给出“善

良”、“内隐情绪调节”和“外显情绪调节”的定义。对行动控制理论和内隐情绪调节之间的关

系阐述不够。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分别引用了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定义并从目的达成

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行动控制理论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关系。 

（1）善良特质：善良特质是中国人格结构的重要维度之一（王登峰，崔红，2003），代表了

中国文化中的“好人”特质，即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对人友好、真诚，能够顾及他人，关

心、宽容他人，重视感情生活，遇事公平、正直等品质（王登峰,崔红,2005）。 



（2）外显情绪调节与内隐情绪调节：我们引用 Gyurak, Gross 和 Etkin（2011）从意识水平

对外显情绪调节与内隐情绪调节的界定，完善了这两个概念。Gross 和 Thompson（2007）

把情绪调节定义为目标指向的心理加工过程，其目的在于影响所体验情绪的强度、持续时间

与类型等。目标指向性的特点，使得情绪调节具有灵活性，以应对情境的独特性并实现自我

的长期目标。基于这些观点，Gyurak, Gross 和 Etkin（2011）从情绪调节的意识水平，提出

情绪调节的双加工模型，把外显情绪调节（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定义为“需要意识努

力启动，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程度的意识监控，而且与一定水平的内在觉察和领悟有关

联”的调节加工过程；与之相对应，把内隐情绪调节（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定义为“由

刺激自动激活，并且调节的执行与完结不需要意识监控，也不需要觉察与领悟”。 

（3）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关系。从内隐情绪调节的研究资料来看，

研究者明确了内隐情绪调节没有意识决策性但是具有目的导向性的特点，并且这种目的导

向性具有自动激活的特点。而情绪调节行动控制的理论，恰恰在于解释为了达到情绪调节目

的，应该采用的行动控制序列。文稿围绕这个核心桥梁，进一步解释了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

理论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关系。在修改过程中，调整了原稿的表达顺序，使得观点更为明确清

晰。 

意见 3：P16“善良特质影响内隐情绪恢复效果”下面第一段逻辑混乱，建议按照参考文献的

年份顺序（内隐情绪调节领域的发展历程）来组织本部分。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重新调整了“善良特质影响内隐情绪恢复效果”的表达顺序。具

体修改如下： 

由于内隐情绪调节的目标可能有助于人们决定自身是否需要进行情绪调节（Koole et al., 

2015），一旦情绪调节的目标被激活了，相应的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就会自动启动。因此，如

果假设 2 成立，即高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性的调节目标，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在

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应该更好。基于威胁优势效应原理，从愤怒面孔中识别高兴面孔成为内

隐情绪调节效果任务测量的典型方法。 

Öhman, Lundqvist 和 Esteves（2001）提出的表情面孔搜索范式获得了较多的研究支持，

他们的研究表明，识别威胁性愤怒面孔的速度和准确率优于其他负性面孔（如悲伤），表现

为威胁优势效应，即潜在的威胁可以快速捕获注意，并且不受目标以及个体的意向控制。后

续研究表明，无论使用真实的情绪面孔图片或面孔简图作为实验材料，研究结果都证实视觉



搜索任务中存在愤怒优势效应（Schmidt-Daffy, 2011; Öhman, Juth, & Lundqvist, 2010; Lipp, 

Price, & Tellegen, 2009）。 

Jostmann, Koole, Van 和 Fockenberg（2005）指出，被试搜索愤怒表情面孔背景中高兴面

孔的反应时，能够作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高低的指标。这种测量方法由于可以克服自我报告

测量方法的局限性，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Uhlmann, Leavitt, Menges, Koopman, Howe, & 

Johnson, 2012）。后续进一步变化表情面孔搜索任务的组合类型，并用来测量情绪调节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从愤怒面孔背景中搜索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指标可以作为内隐调节效果的指标

之一。 

 

意见 4：P17 （1）“其中男生 102 人，女生 297 人，平均年龄 19.32 岁（SD = 3.71）。按善

良人格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以 27%为标准， 筛选出高分者 30 名，低分者 30 名”，（102+297）

*27%=108,30 人是怎么算出来的？“参加实验 1 被试为 54 人（高分组 27 人，低分组 27 人 ）”

与前文说的高低组各 30 人矛盾。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由于我们的表述不当，产生了疑问。修改为：按善良人格得分从高

到低排序，以上下 27%为标准，并根据被试的意愿，请 30 名高分者和 30 名低分者参加后

续的三项实验。由于在实验过程中，个别被试没有完成所有实验任务，在实验 1 中，有 54

名被试参加了实验。特此说明。 

（2）自检报告中用 Gpower 预估样本量时，设置的 ηp2 值为 0.4，0.4 这一数值是怎样确定

的？实际上本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大 ηp2值才为 0.25，是否可以理解为本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的

实验效果？ Gpower 中的 Number of measurements 值应该为 4（2 善良组×2 词语类型）而不

是 2。按照 ηp2=0.25，Number of measurements=4 计算出的样本量为 72，说明本实验中的样

本量（54）不够，还需继续补充实验。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已有研究（卢谢峰, 唐源鸿, 曾凡梅，2011）指出 effect size 的大小

判断标准，对于 ηp
2这个效应量指标来说，0.04 为小效应，0.25 为中等效应，0.64 为大效应。

因此，在第一稿中，以 0.4 为标准设定效应量不够严谨。这次，我们按照该文献讨论的大小

判断标准，将 effect size 值设定为 0.25，并进一步对本研究的三个实验进行了样本量估计。

结果如下。 

实验一采用：2（组别：高善良、低善良）*2（词语类型：积极词、消极词）的混合实

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词语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在 G-power 中，Number of 

measurements 指的是被试内变量的水平数，因此 Number of measurements 的值为 2，计算



出的样本量为 54 人。实验二也是 2（组别：高善良、低善良）*2（实验任务：相容、不相

容）的混合实验设计，样本估计量的算法同实验一。实验三为 2（组别：高善良、低善良）

*3（面孔组合方式：高兴-愤怒、高兴-中性、愤怒-中性）的混合实验设计，Number of 

measurements 的值为 3，计算出的样本量为 44 人。 

 

参考文献： 

（1）Richardson, J. T. E. (2011). Eta squared and partial eta squared as measures of effect size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6(2), 135-147 

（2）卢谢峰, 唐源鸿, 曾凡梅. (2011). 效应量:估计、报告和解释. 心理学探新, 31(3), 260-264. 

（3）Gpower 手册第 27 页解释了 ηp
2 的理论期望与 SPSS 输出结果之间的差异。 

 



意见 5：P18 （1）“整个实验程序有 80 个实验试次” 实际上本研究共包含 2（善良程度）×2

（效价）=4 种条件，那么每种条件只包含 10 个试次，且还要剔除极端值，这么少的试次如

何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回应：感谢专家的疑问。在本研究中，实验一采用：2（组别：高善良、低善良）*2（词语

类型：积极词、消极词）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词语类型为被试内变量。

本实验采用 Stroop 色词判断任务，由于本实验的目的是比较高（Vs.低）善良被试对词汇颜

色判断的反应时是否与词汇类型（积极、消极）具有关联。因此，在实验刺激材料的设计上，

分别筛选出 10 个积极词和 10 个消极词，为了平衡颜色的判断，每个词汇分别呈现为 4 种颜

色。由此，组成 80 个实验试次。即积极词 40 个试次，消极词 40 个试次，每个被试都完成

对积极词和消极词共 80 个试次的判断。 

在研究文献中，有些 Stroop 任务的判断任务试次较多，如 Orem 和 Bedwell (2010)的试

次为 119 个试次，Lamers 和 Roelofs 的三个实验也分别有 72/72/60。但是这些实验任务中，

都蕴含相符类型这个自变量，即相符、不相符、中性（congruent, incongruent, and neutral），

研究者藉此进一步比较 Stroop 任务的一致效应与不一致效应。如果考虑到这个变量，每个

实验条件的试次为 40 次（Orem & Bedwell , 2010)。Lamers 和 Roelof 实验的试次也需要除

以 3。 

本实验研究，不探讨 Stroop 任务的一致效应与不一致效应，采用 40 个实验试次。在已

有实验中，例如白学军，刘湍丽和沈德立（2014）的采用 Stroop 任务研究认知抑制，实验

任务为 36 个试次。因此，本实验的对积极词与消极词每类 40 个试次的设计是合理的。 

 

参考材料 

白学军,刘湍丽,沈德立.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过程:情绪 Stroop 任务证据.心理学报, 

2014,46(02):143-155. 

Orem, D. M., & Bedwell, J. S. (2010).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word stroop task performance and delusion-proneness in nonpsychiatric adults. 

Psychiatry Research, 175(1-2), 27 

Orem 和 Bedwell (2010)的文献摘录 



 

（2）“剔除反应时低于 200 ms 和超过 1000 ms 的极端反应时试次，以及错误率超过 10%的

被试数据”：首先，该文所用的实验范式和 Lamers 和 Roelofs 的实验中范式并不完全相同；

其次，Lamers 和 Roelofs 实验中不同颜色的词语呈现的时间是固定的（1500 ms），且注视

点和空屏（1000 ms）呈现的时间也远长于本研究，因而不应直接照搬该文中剔除极端值的

标准，建议按照 M±3SD 的标准剔除极端值后重新分析数据；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虽然本实验与 Lamers 和 Roelofs 在刺激呈现的时间设定上不完全

一致，但是，整理的数据都是被试在判断色词颜色时的反应时，从统计分析上来讲，色词判

断反应时应该与刺激呈现时间应是相分离的。从现有研究来看“剔除反应时低于 200 ms 和超

过 1000 ms 的极端反应时试次，以及错误率超过 10%的被试数据”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例如

白学军，刘湍丽和沈德立（2014）的研究也采用这种方法。从本实验结果来看，这个标准也

比较适合。 

参考文献： 

白学军,刘湍丽,沈德立.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过程:情绪 Stroop 任务证据.心理学报, 

2014,46(02):143-155. 

（3）Lamers 他们这篇论文中一共包含了 3 个实验，3 个实验中每种条件下的试次数依次为

72/72/60，这也从侧面表明本研究中每种条件下的试次数太少了。  

回应：感谢专家的严谨求证。参见对 5（1）的回应。 

 

意见 6：P24“本实验选择三种目标-干扰格式的面孔表情组合矩阵（高兴-愤怒，高兴-中性和

愤怒-中性 ）”分别在愤怒和中性背景下选用高兴作为目标刺激，只在中性背景下选用愤怒



作为目标刺激，这样设置的理由是什么？因为高兴作为目标刺激出现的次数比愤怒多，可能

导致高兴目标更容易被识别。 

回应：感谢专家全方位关注实验控制。本实验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高、低两组被试的情绪调节

与恢复的对比，对于两组来说实验试次的影响是相同；第二，从效果指标的设计来看，根据

已有研究，从面孔矩阵中识别高兴面孔是效果指标。Koole 和 Jostmann（2004）认为识别出

愤怒表情面孔群中的高兴面孔，和中性表情面孔群中的高兴面孔的反应时与情绪调节能力有

关。他们认为要对表情面孔组合中的高兴面孔进行识别，需要将注意从表情面孔背景中转移

到目标表情面孔上，也就是说把注意从负性信息中解离出来，对注意的解离越迅速，那么情

绪调节能力就越强。Jostmann 和 Koole（2005）根据其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被试对愤怒表

情面孔背景中高兴面孔的识别反应时能够作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高低的指标，并且此任务中

的情绪调节加工主要是指内隐情绪调节）；第三，刺激材料的试次设计和反应方式，能够较

好平衡高兴面孔与愤怒面孔出现次数。面孔识别实验总共是 108 个试次，其中男性面孔 54

张，女性面孔 54 张。具体设计方式如下：男生面孔 54 个试次：包括差异面孔组合 27 张，

高兴-愤怒，高兴-中性，愤怒-中性三种面孔组合各 9 张；相同表情面孔组合 27 张，高兴、

愤怒、中性，各 9 张；女性面孔与男性面孔的设计方式一样。请被试判断“矩阵如果有不相

同的面孔表情图片”，则按“Q”键反应，如果“矩阵中都是相同面孔表情图片”，则按“P”键。

屏幕上首先呈现“+”注视点 2s，接着呈现面孔表情矩阵，且直到被试按键反应才会消失，之

后会有 1.5s 的空屏，提示进入下一试次。第四，本研究与同类研究的实验材料及任务相同，

例如，Quirin, Bode 和 Kuhl (2011)的研究。 

Quirin, M., Bode, R. C., & Kuhl, J. (2011). Recovering from negative events by boosting implicit 

positive affect. Cognition & Emotion, 25(3), 559-570. 在这篇文献 562 页，介绍了实验刺激材

料。 



 

在 Koole, S.L., Jostmann, N.B. (2004).Getting a grip on your feelings: Effects of action orientation and 

external demands on intuitive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974-990，这篇文献的 984 页，也介绍了实验刺激材料的的制作。

  

 

参考文献： 



Jostmann, N.B., Koole, S.L., van der Wulp, N.Y., Fockenberg, D.A. (2005). Subliminal affect 

regul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ction vs. state orientation .European Psychologist, 10, 209-217 

Koole, S.L., Jostmann, N.B. (2004).Getting a grip on your feelings: Effects of action orientation 

and external demands on intuitive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974-990 

Quirin, M., Bode, R. C., & Kuhl, J. (2011). Recovering from negative events by boosting 

implicit positive affect. Cognition & Emotion, 25(3), 559-570. 

意见 7：讨论部分较单薄，讨论的深度不够。例如，P28“控制型的内隐情绪调节与被试的健

康及有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密切关联”这个观点说明什么呢？与本文有何直接关系？习

惯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优点、对个体的积极影响有哪些呢？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质疑和建议。我们对总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重点讨论了人格

特质与成功情绪调节的关系，以及善良人格特质在成功内隐情绪调节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可能

的机制。  

新增参考文献如下： 

Kokkonen, M., & Pulkkinen, L. (2001). Examination of the paths between personality, current 

mood, its evalu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5(2), 

83-104 

Morawetz, C., Alexandrowicz, R. W., & Heekeren, H. R. (2016). Successful emotion regulation is 

predicted by amygdala activity and aspects of personality: a latent variable approach. 

Emotion, 17(3). 

Paschke, L. M., Dörfel, D., Steimke, R., Trempler, I., Magrabi, A., & Ludwig, V. U., et al. (2016).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ed self-control predict successful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8), 1193-1204. 

Steel, P., Schmidt, J., & Shultz, J. (2008). R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1), 138-161. 

细节问题 

意见 1：作者在回复审稿人 2 的第二个问题时，提到“...... t(29) = 10.14，p < 0.0001”，p 值不

对，P17 存在同样的问题。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我们的错误。对精确 p 值的表达格式进行了修改。 

 

意见 2：参考文献 



（1）“其中?hman, Lundqvist 和 Esteves（2001）提出的表情面孔搜索范式获得了较多的研究

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且不受目标以及个体的意向控制（徐展，李灿举，2014）”一句

中的文献引用不当，直接引用一手文献即可，徐展的文献应删掉。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正，删除了该文献。 

（2）P19“从信息加工的特点来看，情绪意义偏向将会调节对应于 EPN 和 LPP 波的激活增

强，并且还影响右半球的 N170 波的激活幅度（Frühholz, Jellinghaus,& Herrmann, 2011）”与

本研究并无直接关系，建议删掉。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正，删除了该引用文献。 

（3）P23“（Greenwald et al., 2003; Cai, Sriram, Greenwald, & McFarland, 2004 )”两篇文献的顺

序应互换。 

回应：感谢指正，调整了顺序。 

（4）P23 文献引用错误：“负性情绪诱发材料：采用阅读法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 ”应给出参

考文献。 

回应：感谢指正，补充了参考文献. Pu, Z., Liu, C. H., & Yu, G. L. (2012). An overview of 

mood-induction method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45-55.[郑璞, 刘聪慧, & 俞

国良. (2012). 情绪诱发方法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1), 45-55.] 

（5）P27“Quirin和 Lane（2012）指出，内隐积极情绪的增强可以提高对愤怒面孔群中的高

兴面孔的识别能力，他们认为个体在体验到情绪唤醒的恢复阶段中，其内隐积极情绪的增加

与内隐情绪调节加工有关”该文并没有这个观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非常严谨的审稿。由于我们的失误，这个观点的参考文献的引用出

现了错误。正确的引用文献为：Quirin, M., Bode, R. C., & Kuhl, J. (2011). Recovering from 

negative events by boosting implicit positive affect. Cognition & Emotion, 25(3), 559-570. 

    我们引用的这个结论性观点在本文 567 页，原文如下。 

 

 

意见 3：用语的一致性。例如，P16“高兴面孔”/“高兴面孔”、“积极的情绪调节控制性内隐态

度”/“控制型的积极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消极的情绪调节表达性内隐态度”/“表达型的消极



情绪调节内隐态”。 

回应：感谢专家严谨细致的指正。我们进行了修改。统一为：高兴面孔、控制型的情绪调节

内隐态度，表达型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意见 4：用语准确性。P17“假设（3）：诱发负性情绪后，高善良被试从愤怒面孔背景中搜索

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更快”，反应时应用长/短来形容，快/慢——反应速度。P27“搜索高兴面孔

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善良特质者”存在同样的问题。  

回应：感谢专家严谨细致的指正。我们进行了修改。 

 

意见 5：图 3 中词语对应的方框后面应该为“按键消失”，而不是 “F键”、“J键”。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修改了流程图。修改结果如下。 

 

图 3 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ER-IAT）程序的部分示例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审稿专家严谨、细致地审稿，很好地指导了我们修改稿件，并对我

们今后从事更加科学规范的心理实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已进行了修改和回复，在完善以下细节问题后同意发表。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地审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备注：第三轮修改或补充文字，采用紫色字。 

 

意见 1：正文中引用的文献与文后的文献列表不完全一致。例如，Gross 和 Thompson（2007）

和 Gyurak, Gross 和 Etkin（2011）在文后的文献列表中没有列出；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审校。补充文献如下： 

Gross, J. , & Thompson, R. . (2007). 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foundations.In. J. J. Gross 

Emotion Regulation Handbook, 21(3), 431-441. 

Gyurak, A., Gross, J. J., & Etkin, A. (2011). 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3), 400-412. 

 

意见 2：正文中的文献引用有误。例如，刘文文，江琦，任晶晶，李树芳，徐雅珮（2016）。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审校，修改了相关引用错误。 

正文： 

刘文文，江琦，任晶晶，李树芳，徐雅珮（2015）； 

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参照 Öhman, Lundqvist 和 Esteves（2001）的设计程序； 

视觉搜索任务中存在愤怒优势效应（Schmidt-Daffy, & Martin., 2011; Öhman, Juth, & 

Lundqvist, 2010; Lipp, Price, & Tellegen, 2009）。 

参考文献： 

Liu, W., Jiang, Q., Ren, J., L, S., & X, Y. (2015). The Impact of Trait Anger on Aggressive 

Behavior: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of Hostile Cognition and Impulsivity Leve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1(4), 485–493. 

Webb, T. L. , Gallo, I. S. , Miles, E., Gollwitzer, P. M. , & Sheeran, P.  (2012).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affect: an action control perspective on emotion regul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3(1), 143–186. 

 

意见 3：文中还存在个别语句不完整通顺的问题。例如，1.1 内隐情绪调节与行动控制理论

部分，把内隐情绪调节（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定义为“由刺激自动激活，并且调节的

执行与完结不需要意识监控，也不需要觉察与领悟”，这句缺少“的调节加工过程”。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审校，修改了个别语句，见正文。 



意见 4：英文错误。例如，“1.2.2 善良特质优化内隐控制型情绪调节态度”部分，外显-自动 

（implicit-automatic）和内隐自动（explicit-automatic）出现错误。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审校，修改为：外显 -自动  （ explicit-automatic）和内隐自动

（implicit-automatic）。  

 

意见 5：讨论部分有些地方逻辑性不够强。例如，“5.2 善良特质促进控制型内隐情绪调节”

部分的第一段。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审校，5.2 部分的讨论修改为： 

5.2 善良特质促进控制型内隐情绪调节，增进健康 

本研究发现，高善良特质被试更倾向于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即他们更倾向于适度

控制情绪而不是基于个人喜好宣泄情绪。Sperduti 等（2017）研究了内隐情绪调节与执行功

能的关系，发现内隐情绪调节与工作记忆的信息更新能力（updating abilities）这一复杂执行

功能指标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隐控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研究还表明，控

制型相比宣泄型内隐调节态度更有利于个体健康。例如，Mauss 等（2006）发现，控制型情

绪调节内隐态度与成功的、自动的和生理适应性的愤怒情绪减弱调节显著相关；而且，从整

体适应上来看，这种调节态度与感情性反应的适应性显著相关，即对情绪控制的内隐评估越

积极，个体在自动的、成功的、生理层面上的情绪调节的适应性越高（Mauss et al., 2010）。

刘俊升和桑标（2009）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负性情绪诱发情境中，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控

制型调节态度的个体，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此，可推论善良特质通过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促进健康。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

究具有一致性，王登峰和崔红（2007）的研究表明，善良人格间接负向预测心身症状，即善

良特质与身心健康相关联。控制型内隐调节与健康的关联性也已经获得实证证据，如 Hopp

等人（2011）采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ER-IAT）进行的研究也表明，控制型的内隐情

绪调节与被试的健康及有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密切关联。因此，实验 2 的结果

表明，善良特质通过促进控制型的情绪调节态度优化内隐情绪调节，进而影响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