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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问题”，但请记住我们在第 1 章所提醒的，决不

研究想法
一项研究计划始于一个研究想法（research idea）

说“从不”。
例如，假设你对动物认知感兴趣。尽管人类能

或问题。当你从现有知识体系或者某个尚未解决的问

描述他们自己的思维，但设计用于直接测量动物认知

题中确定了一个分歧时，你就发现了一个研究想法。

能力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就目前的

例 如， 在 第 1 章 中， 我 们 看 到 金 姆· 德 里 格 斯 和 塔

情况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动物认知进行间接测

莎·赫尔姆斯对收入水平是否影响约会意愿感兴趣。

量。 例 如， 请 看 艾 琳· 佩 珀 伯 格（Irene Pepperberg）

他们发现以往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而开展了一

对一只叫 Alex 的非洲灰鹦鹉所做的研究。Pepperberg

项研究来弥补这一缺憾。在本章，我们将先考查好研

（1994） 报 告，Alex 能 够 形 成“蓝 色 键” 这 个 概 念，

究想法所具有的
特点，然后探讨
几种研究想法的
来源。

◆研究想法 知识体系的空白
之处或者感兴趣领域的未知
问题。

好研究想法的特点

而且当问“有多少个蓝色键”时，Alex 能够从 10 ～
14 个键中找出有多少个蓝色键。的确，Alex 似乎已
经具有优异认知能力。我们想说的是，尽管有些问题
（如一个针头上可以容纳多少天使跳舞）可能从来都不
是可验证的，但另外一些问题（如动物认知）则可以
通过间接测量方法进行验证。而且，一个当前不可验

侦破一个案件的所有可能方法并不都是一样有效

证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验证。你可能需要等待

的。同样，不是所有研究想法都是好的。好想法具有

技术进步，从而验证问题。例如，科学家在能直接观

如下特点。

察并确定神经系统中的突触和神经递质很久以前就提

可验证
一个好的研究想法所具有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它是

出了这两个概念。

成功率高

可验证的。你能想象自己要研究一个不可测量或验证

仔细想一下，你就会明白每个研究都旨在揭示自

的现象或主题吗？这种情况就有点儿像回答“一个针

然的奥秘（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界的所有奥秘，那

头上可以容纳多少天使跳舞”一样。多年来，人们都

么就没有开展研究的必要了）。考虑到对自然的认识

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我们没办法测量一个天

还不完整，我们必须尽可能使研究计划接近真实情况

使的行为。你可能会笑着对自己说“我从来都不会问

（Medewar，1979）。研究计划越接近实际情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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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有可能成功揭示自然的某些奥秘。有时，我们对

们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把这

自然的认识不是很清晰，而且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很好

些来源称为非系

揭示这些知识。请看下面的例子。

统性的，但我们

◆ 非系统性来源 这种研究想法
的源泉以其难以预料的出现方
式为特征；尚未试图通过系统
协调的方式去寻找研究想法。

20 世纪 80 年代，有研究者宣称苦精这种化合物

不是说研究者并

是现存最苦的物质。由于苦精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如

不熟悉这个领

作为塑料光纤和计算机连接线外皮添加物以防虫咬），

域。好的研究者

因此本书其中一位作者和他的几位学生就开始对这种

熟悉所发表的文

有毒的化学品开展研究。我们的认识是，苦精确实很

献和以前的研究发现。我们一般不太容易对自己不熟

苦，而且所有大小动物都会对这种物质做出相同的

悉的领域产生有意义的研究想法。

反应。为了验证这个预测，我们开始测试各种动物
（从老鼠、食蝗鼠、沙鼠到土拨鼠）对苦精的厌恶程

主要的非系统性来源包括灵感、巧合和日常事件。
灵感

有些研究想法来自一些天才的灵光一现；

度。一次又一次的测试都获得了相同结果：这些动物

眨眼间一个主意就出现了。也许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

对苦精的反应都不是特别苦或厌恶（Davis，Grover，

来自爱因斯坦的（Koestler，1964）。特别是他在航海

Erickson，Miller & Bowman，1987 ；Langley，Theis，

时，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这些想法

Davis，Richard & Grover，1987）。 在 人 类 被 试 评 定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来了，但一般来说，研究者都已经

苦精为极苦的物质（相比可溶性的奎宁）后（Davis，

对这个研究领域思考了一段时间。我们只是见到了最

Grover & Erickson，1987），我们的观点变了。苦精对

后的产品，而没有见到这些想法出现前的思索。

人类来说是极苦的，但对动物来说，不能产生相同效

巧合

巧合（serendipity）指我们旨在探索某种现

果。如果不改变观点，我们就会继续一个又一个的实

象，但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巧合常常是产生研究想法

验去了解为什么这些动物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反应。

的曼妙途径。斯金纳（B. F. Skinner，1961）说：“当

从而，除了可验证，一个好想法的第二个特点

你恰好碰到一些

是，当你对自然的认识更接近实际情况时，你获得成

有 趣 的 东 西 时，

功的机会就能增加。

停下手头的事务

◆ 巧合 探索某种现象时意外发
现了另外的东西。

来研究它。”

心理侦探
相比采用尝试错误的方法，怎样才能更有效地
确定研究想法的相关变量呢？

检查以往研究是最好的办法。那些以往研究中的
有效变量在你的实验中也有可能是有效的。我们这里
会更全面介绍这个问题。

研究想法的来源
研究想法通常有两个来源：非系统性来源和系统
性来源。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种来源进行详细介绍。

非系统性来源
非系统性来源（non-systematic source）包括那些

请看下面斯金纳描述在操作性条件反射箱（即斯
金纳箱）中食物槽不好使的场景。
当你想把一个仪器设计得更复杂时，你有必要记
住科学实践的第四原则：仪器有时会坏掉。我只能等
着那个食物槽卡住，以取得一条消退曲线。开始，我
以为出现了问题，并急于解决它。但最终，我故意拿
开了食物槽。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获得一条完整消退曲
线时的激动心情。我与巴甫洛夫的工作最终取得了一
致……我不是说如果仪器不出问题我就不能获得消退
曲线……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相似的事故，
一些最有趣和令人惊讶的结果就先出现了（Skinner，
1961，p.86）。
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他把问题看成一个

给我们一种已过时错觉的研究想法。这些来源是非系

故障，并试图解决。然而，作为一位有灵气的研究者，

统性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刻意去确定研究想法；它

他超越了暂时的挫折而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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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食物槽而研究了消退现象。所有后续关于消退的

使用。因此，一个日常生活问题使斯金纳开展了一项

研究以及斯金纳发展出来的各种强化时间表说明，他

有趣的研究计划。

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日常事件

还有一点也很清楚，你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潜在研

你不一定需要在某个实验室工作才能

究想法的能力取决于你在所感兴趣领域的知识基础。

产生一个好的研究想法。我们的日常经历也常常能提

由于斯金纳在行为控制技术方面知识丰富，因此他能

供一些很好的研究想法。斯金纳生活中的另一事件是

概念化并设计透气婴儿床。由于本书的两位作者都不

这种想法来源的一个很好实例。

精通考古学，因此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他们能有什么考

当我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时，妻子和我想：最好
发明一个能省点儿力的设备以解决带孩子的问题。我
们首先一步一步分析了作为一个年轻妈妈那些令人烦
心的日常事务。我们只问了一个问题：这种实践活动
有助于孩子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吗？如果没有，我们就
从计划中删除掉该项。然后，设计这个小玩意的工作
就开始了……我们着手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保温。一
般的解决办法是把婴儿裹在几层布（如衬衣、睡衣、
被单、毛毯）里。但这种方法一直都不是完美的。我
们认为，为什么不去掉这一层层的布（除了具有其他
功能的尿布以外）而给孩子直接提供一个温暖的生活
空间呢？在现代家庭里，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
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了一个婴儿床那么大
的封闭空间（参见图 2-1）。隔板是绝缘的，而其中
一面是一块透明的安全玻璃，可以像窗口一样上下翻
动……我们的小女儿在这个装置里已经生活了 11 个
月。她非常健康和快乐，而妻子也为省了不少事而倍
感欣慰。

古发现的可能性。相反，一个考古学家也难以提出一
个有意义的心理学研究问题。

系统性来源
对某一主题的研究及相关知识是研究想法系统性
来源的基础。从系统性来源（systematic source）发展
而来的研究想法一般具有组织细致和富于逻辑的特
点。以往研究结
果、理论以及课
堂讲课内容都是

◆ 系统性来源 通过缜密思考，
精心规划的方式获取研究想法。

研究想法系统性来源的最常见例子。
以往研究

查看以往研究结果时，你会逐渐对某

一研究领域形成一个整体性了解。也许这种了解会凸
显现有知识（如衣着对目击证词可信度的影响）的不
足。你可能还会发现在文献中有互相矛盾的结果；某
个研究支持某一现象，另一个研究则怀疑这一研究的
效度。也许，你的研究就旨在分离这些产生矛盾结果
的变量。你对以往研究的思考也表明，一个只做了一
次的实验还需要重复，或者一个已经重复了多次的研
究计划并不需要重复，而是应该开始一项新研究。在
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对以往研究的文献综述都会提
升自身的研究计划。
在以往研究中，有一类特别的研究对于发现研
究想法具有特别的意义。没能重复以往发现对于心理

Bettmann/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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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伊冯·斯金纳和她躺在透气婴儿床中的女儿

资料来源：Bettmann / CORBIS.

这个叫作“透气婴儿床”的婴儿用品于 1945 年
被设计出来。之后，它被商业化生产，并被数百婴儿

学家发现新问题特别有启发意义。原来研究的哪些特
征导致出现这种现象呢？在重复过程中，哪些改变造
成了结果的差异呢？只有进一步研究能够回答这些问
题。正如福尔摩斯所说的，“数据！数据！数据！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
（Doyle，1927，p.318）。
理论

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提到的，理论的两个

功能是组织数据和指导未来研究。理论的指导功能为
不厌其烦地去理解它以及其意义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广
阔的研究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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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时，你应该仔细听讲，并且做详细笔记。

提出一个研究问题
不管你的研究想法源自哪里，你的首要目标还
是把自己的想法转变成一个问题。在完成本章接下来

在仔细实验后，朱迪丝·迈尔决定，与她
丈夫说话不能像对着一垛墙讲话一样。

William Haefeli/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www.cartoonbank.com

的一些活动时，请你在心中总是带着一个问题。不需

我 们 来 看 一 下 社 会 促 进 理 论（social facilitation
theory）这个例子。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

什么努力，你也许就能想起某个问题指导了你的某项
研究。例如，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拥有了一个化
学品盒。就像大多数拥有化学品盒的孩子一样，你可
能想知道：“如果我把一种化学品与另一种混合起来，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也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你把两
种物质混合了，并且找到了答案。在我们之前提到的
例子中，你也可以想象，斯金纳会对他自己说：“我
想知道食品槽被堵住了，老鼠为什么就放弃压杆了？”
或者“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容易地照顾一个婴儿呢？”
这些问题指导了他的研究。

（1965）提出，他人在场可以促进一个人的表现。进

同样，我们希望你能记住在课堂上你问老师“如

而，这种增加的唤醒水平会促进最优势的反应。如果

果他们……则会发生什么”或者“有没有人曾经想这

你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师，那么独奏时有他人在场

样做吗”这样问题的那些时刻。这些都是问题指导研

很可能使你有优异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演奏好是

究的很好例子。一旦有了一个问题，那么你需要做的

一种优势反应。如果你只是刚学钢琴，那么出错就是

就是找出心理学家已就这个问题知道了哪些知识，即

你的优势反应，当然他人在场也导致你演奏得更差。

你需要调查有关文献。

研究者针对这个理论开展了超过 300 个社会促进研

提出恰当的问题是一个好研究计划的关键一步。

究，涉及数千名被试（Guerin，1986）。你可以看出，
理论确实能指导研究。
课堂内容

许多卓越的研究计划源自课堂。你的

老师介绍某一领域的研究进而激发你的兴趣，而且最
管课堂讲课内容不是严格的非系统性或系统性来源，
但是我们把它归入系统性来源，因为它常常会对相关
文献做一个有组织的综述。
例 如， 在 听 了 我 们 一 堂 关 于 习 惯 性 味 道 厌 恶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指动物和人学会不去嗅和
躲避一种新异味道的过程）的课程后，学生苏珊·纳
什（Susan Nash）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后来，她完成

我现在还不知道全部答案，但已经开始问恰当的问题了。

Lee Lorenz/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www.cartoonbank.com

终这种兴趣会促使你去发展与完成一项研究计划。尽

了一篇学期论文并且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她
在研究生阶段所做的几项研究也是关于动物习得味道
厌恶（acquire taste aversion）的。是的，一堂课可能
引发众多研究想法；当你认为某些想法是潜在研究领

调查心理学文献
我们已经在本章多次提到了解以往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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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而，调查针对一个领域的文献似乎是一项非常
困难的任务。Adair 和 Vohra（2003，p.15）提道：“知
识爆炸导致研究者在了解、接触和加工大量新文献时
会遇到极大困难。”这种知识爆炸究竟有多广泛，以
及怎样影响心理学家开展研究呢？这里是一个例子：
1997 年所发表的科学摘要是 370 万，而 1957 年只有
55 万，1977 年是 224 万（Kaiser，1977）。毫无疑问，
我们现有的技术革命甚至会帮助研究者每年发表更多
论文。
考虑到文献的海量，你需要一种有组织的策略来
处理这些信息。表 2-1 总结了你在综述某一领域文献
时应该遵守的步骤。这些步骤如下所示。
表 2-1

文献调查的步骤

1. 索引词的选定。为你感兴趣的领域选择相关的术语。囊括这
些术语的最完备的资料是《心理学术语索引词典》
2. 文献的计算机检索。使用选中的索引词访问计算机数据库。
比如 psycINFO 数据库
3. 获取相关论著。利用阅读、笔记、影印、馆际互借、写作或
者电子邮件获取复印件等综合手段获取需要的材料
4. 整合文献搜索结果。制订一个搜索计划将有助于整合文献搜
索的结果，同时提高搜索效率

1. 索引词的选定。文献检索的关键是你要用恰当
的词对某一领域进行检索。你需要决定用哪些心理学

图 2-2

从《心理学索引术语词典》获得的一个页面

资料来源：Copyright © 2004.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术语来检索。心理学家可能会采用不同于你的术语。

表 2-2

你可以参考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索引术语词典》
PsycINFO

PsycINF 包 括 1887 年 出 版 的《美 国 心 理 学
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在内的
2 491 种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每条记录均包括论
文题目、作者全名、电子邮件和通信地址（如果
原文提供了的话）、期刊详细信息以及论文摘要

PsycARTICLES

PsycARTICLE 提 供 部 分 期 刊（包 括 34 种 美
国 心 理 学 会 期 刊、 教 育 出 版 基 金 会 期 刊、 加
拿 大 心 理 学 基 金 会 期 刊、Hogrefe 出 版 集 团 部
分期刊以及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出版的
Schizophrenia Bulletin 全文

PsycBOOKS

这个数据库包括部分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
学、发展和认知、青少年儿童和暴力领域的当
代和历史上重要著作。著作在出版 12 个月后才
会被收入该数据库

PsycEXTRA

PsycEXTRA 收录来自技术报告和会议报告的
前沿研究。这个数据库使研究者能够在一项研
究在期刊上发表之前就获得有关信息

（Thesaurus of Psychological Index Terms）来选定索引
词。该词典的每一版都会增加一些索引词，以把各种
关联概念和类别包括进来。
让我们看一下收入影响约会那个研究（见第 1 章
Driggers & Helms，2000）。 我 们 的 研 究 助 理， 拉 玛
尔大学学生卡拉·奥布雷贡（Karla Obregon）做了如
下文献搜索。她运用《心理学索引术语词典》开始文
献综述。图 2-2 是从词典中截取的一页关于社交约会
（social dating）的信息。她选择“社交约会”作为关
键词。
2. 文献的计算机检索。一旦选定了关键词，下一
步就是用它来进入一个数据库。目前，大多数大学和
学院都使用美国心理学会的 PsycINFO 数据库检索已
经出版的文献。表 2-2 列出了美国心理学会提供的几
个数据库。

美国心理学会数据库

由于美国心理学会所提供的各个数据库服务其范
围和特点都有所不同，因此你应该通过你所在大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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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去熟悉这些服务。你也可以通过美国心理学会网
站 www.apa.org 了解更多信息。
为了避免以前的错误以及无谓重复，你很有必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然而，许多有声誉的期刊和科学团体会在互联网
上发表一些有质量的资料，它们能够成为研究者的有
力工具。但是，从互联网上选择信息做文献综述时，

要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文献综述。计算机检索可以提供

你必须保持谨慎。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呢？

每篇文章的作者、题目、期刊、卷和页码以及摘要信

就目前来看，尽管没有统一标准，但我们还是认为

息。你需要做的就是根据《心理学索引术语词典》确

表 2-3 所介绍的标准是有帮助的。

定索引词，然后让计算机完成余下工作。（图 2-3 是卡
拉·奥布雷贡利用 PsycINFO 打印出的页面。
）一旦你
确定了自己选定领域所发表的文献数量，就可以根据
需要缩小或扩大你的选择。

表 2-3

评价网络资源

互联网是一个任何具有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及网络连接者均可发
布和传播信息的自媒体。我们应该对网页采用与纸版资源一样的标
准进行仔细评价。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网页需要更多甄别。
谁是作者？作者的名字能清晰辨认吗？有链
接到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吗
作者的资质、教育背景和职业是什么
作者除了网页外，还有书面发表论文或著作
吗？请通过期刊数据库（如 PsycINFO）检索
权威性（authority）
有链接到作者的其他信息吗？有个人网页吗
作者属于某个机构吗？如果网页是由某个机构
授权的，那么你能获得这个机构的哪些信息呢
请检查 URL 的域名（.gov、.edu、.com、.org、
.net、.mil）
有线索提示你网页信息是真实的吗
作者列出了一些资料来源吗？网页上有论文
列表吗
准确性（accuracy）
这些信息可在其他地方确证吗（或许通过纸
版资料）
信息有明显错误吗（如拼写、语法）

图 2-3

从 PsycINFO 打印的一个页面

资料来源：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sher of the PsycINFO databa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互联网能提供什么帮助呢？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
令人眼花缭乱。那么这样的海量信息能否帮助文献综

网页反映了某种偏向或者观点吗？作者使用
了煽动性或挑衅性语言吗
网页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供大家浏览吗？是
在推销一个产品或者观点吗？是为了娱乐吗？
客观性（objectivity） 是在劝说吗
为什么要写这个网页，以及为谁而写？（网
页可以是针对组织或人的演讲台）
网页上附带有广告吗？如果有广告，它能与
主要信息内容区分开来吗

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正如一位优秀的侦探需要仔
细甄别每条证据的有效性一样，你也需要非常谨慎。

时效性（currency）

让我们来看一下互联网能为收入影响约会意愿的研究
主题提供什么帮助。我们先选择一个搜索引擎，并且
用“ dating ”（约会）进行搜索。这一搜索产生了超过
4 600 万个结果。目测一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结果
与我们的任务没什么关系，因此应该忽视。例如，诸
如“ Amazing Love ”“ Starmatch ”“ Date-a-Doc ”和
“ Free Thinkers Match ”这样的网站都是提供婚介服务
的，与我们的研究主题没什么关系。同样，三个关于
放射定年的网站也不适合我们的研究主题。在这个例
子中，互联网给予的帮助相当有限。

范围（coverage）

网页首次发布以及最近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
网页所反映的事实是当下的吗
信息是什么时候收集的
链接是当下的吗
网页是一个完整文件还是一个摘要或总结
作者充分涵盖了某个主题吗？所涵盖的时间
范围是多长
有链接指向补充领域吗
网页所包含的信息与你的研究主题切合吗？
你怎样利用这些信息

网页是否容易阅读？网页的背景是否有碍
阅读
导航 / 设计性
网页的颜色是否让眼睛舒服
（navigation/design）
网页中的材料是否以有序的方式呈现
网页中是否呈现了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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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链接是否和网页的主题相符？是否能正常使用
网页底端是否有“返回顶部”按钮
导航 / 设计性
每个支持页面是否有“返回主页”按钮
（navigation/design） 主页底端是否有评论区
你是否需要专业软件浏览信息？获取信息是
否要支付费用
资料来源：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library.lib.binghamton.
edu/search/evaluation.html).

理学会或心理科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APS）会员。你所搜寻的作者有较大可能是
这两个学会或其中一个的会员。如果这样的话，你可
以从当前会员目录中查到作者的电子邮箱地址。当
然，最后一个办法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寻作者信息；你
可能会发现这种办法的精妙之处。
4. 整合文献搜索结果。一旦找到了与你的研究主
题相关的期刊论文、书籍章节和著作，接下来就是理

3. 获取相关论著。一旦你找到了相关著作和期刊
论文目录，接下来就是找到它们。有几种办法可以实
现这个要求；当然你可能需要结合多种办法。首先，

解这些材料。这个任务其实是很难的；如果你有一个
计划的话，则可能帮助大一些。
我们的学生发现下述程序非常有效。我们也希望

看看哪些是在你的图书馆可以找到的；其次，制订计

对你组织文献检索结果有所帮助。你阅读每一篇文献

划查阅以及复印以备后续使用。

时，请根据如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简洁明了的笔记。由

有两个办法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所在大学图书馆

于绝大多数期刊论文都遵循如下格式，因此你的任务

没有的资料。第一，你可以通过图书馆申请“馆际互

也不会那么难。我们会在第 14 章更为详细地介绍怎

借”。绝大多数“馆际互借”服务都是快速和高效的，

样报告研究结果。就现在来说，你只需要掌握怎样总

但对于一些期刊论文可能会适当收费。第二，要获取

结别人已经写出来或发表了的结果。
参 考 信 息（reference information） 列 出 你 所

期刊论文，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作者索取。请记住，作

摘要文献的完整引用信息（如采用 APA 格式，见

者提供的复件可能是纸版或电子版的。
直接向作者要复件还要一个优势：你可以向作者
请求提供其发表的其他相关论文。由于电子邮件以及

第 14 章）。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你完成研究报告的
参考文献部分。
引言（introduction）为什么研究者要开展这

互联网的便捷，因此你可以很方便与作者建立联系。

项研究呢？这项研究打算支持哪个理论？

大多数作者都会愿意给予帮助。

方法（method）用下述模式描述一项研究是
怎样做的。
• 被试（participants）描述实验被试的情况，
如物种、数量、年龄和性别。
• 仪器（apparatus）描述研究者所使用的设

首先，他们进行网络搜索。

Arnie Levin/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www.cartoon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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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哪里找作者的联系方式呢？计算机搜

备，要特别注明对标准仪器的修改以及一
些不常见特征。
• 程序（procedure）描述测试被试的各种条件。
结果（results）作者采用了哪些统计检验？这些统
计检验的结果是什么？
讨 论 和 评 价（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作 者 得
出了什么结论？这些结论与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的关
系是什么？记录下你阅读文献时对该项研究的任何
批评。

索都会给出作者的单位；因此，你应该能查到作者单

一旦完成了上述笔记环节，接下来你应该精简这

位地址或网址，然后找到某个教研人员及其电子邮件

些信息到一页纸的长度。当你准备这些单张时，请记

地址。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某些研究者不在大学工

住总是用同样的结构和顺序。图 2-4 给出了一个例子。

作），那么你可以问一下你的老师，作者是否是美国心

由于你在每页纸上把同样类型的信息放在相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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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置，因此你很方便就能比较研究计划内部以及各研究

结研究结果的经历将有助于你写出一篇完整的、符合

计划之间的各种特点和细节。此外，用单张的形式描

APA 格式的论文。

述文献也便于组织和重新组织文献以实现如下需要：

即使你已经清晰地确定了研究主题，但你还是没

按字母顺序撰写参考文献表，分类阳性和阴性结果等。

有准备好开展研究。正如你将在下节看到的，你和其

正如你可能已经了解的，我们这里介绍的格式基
于 心 理 学 界 广 泛 接 受 的 APA 格 式（见 第 14 章）。 总

他人需要仔细评估你的研究计划，以符合所要求的伦
理标准。

Wann, D. L., & Dolan, T. J. (1994). Spectators’ evaluations of rival
and fellow fan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44, 351-358.

Introduction
Even though "sports fans are biased in their evaluations and
attributions concerning their team" (p. 351), no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evaluations spectators make of other spectators. Hence the presen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spectators’ evaluations of home
team and rival fans.
Method
Participants - One hundred three undergraduate psychology students
received extra credit for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s - A questionnaire packet consisting of an information
sheet, Sports Spectator Identification Scale, a five-paragraph
scenario describing the behavior of a home team or rival spectator at
an important basketball game, and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general behavior of the spectator described in the scenario was given
to each participant.
Procedure - The questionnaire packet was completed after an informed
consent document was completed and returned. One-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read the home team fan scenario, while the remainder of
the participants read the rival team fan scenario. The determination
of which scenario was read was determined randomly.
Results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of
these analyses indicated the home team fan was rated more positively
than the rival team fan by participants who were highly identified
with the home team. This pattern of results was not shown by lesser
identified fans. Of particular note was the finding that the highly
identified participants did not rate the rival team fan more
negatively than did the lesser identified participants; they just
rated the home team fan positively.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authors’ initial predictions that
participants would give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fans rooting for
the same team and more negative evaluations of fans rooting for a
different team. Wann and Dolan’s prediction that such evaluations
would be shown only by fans who were highly identified with their team
also was supported. These predictions were seen to be in accord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study appeared to be well conducted.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was not conducted at a sporting event limits its
applicability.

图 2-4

针对期刊论文的笔记单张实例

资料来源：Wann, D. L. & Dolan, T. J.（1994）. “Spectators’ evaluations of rival and fellow fan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44, 351-358.

回顾总结
1. 一项研究是从研究想法或者现有知识体系中存在的
某种分歧开始的。
2. 一个好研究想法应该是可以验证的，而且具有高成
功率（高度符合真实情况）。
3. 研究想法的非系统性来源给人一种缺乏深思熟虑
的感觉。灵感、巧合（即旨在发现一种现象却发现
了另一个）和日常事件是研究想法的主要非系统性
来源。
4. 对一个主题的正式研究和知识是研究想法的系统性

来源基础。以往研究和理论是研究想法的两个系统
性来源。
5. 提出一个研究问题将指导你的整个研究。
6. 掌握一种有条理的方法对进行心理学文献进行检
索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检索一般从《心理学索引
术语词典》中确定索引词开始。一旦选定了索引
词，你就可以把它们输入数据库（如 psycINFO 或
Psychological Abstracts）进行检索。在确认和复制了
相关文献后，你必须以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整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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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你的进度
1. 匹配
（1）研究想法

A. 寻找一个东西，
但发现另一个
（2）巧合
B. 文 献 的 计 算 机
搜索
（3）PsycLIT/PsycINFO
C. 在 现 有 知 识 体
系中发现不足
（4）实验假设
D. 实 验 者 对 研 究
结果的预测
2. 好研究想法必须
，而且具有高
。
3. 请区分研究想法的非系统性和系统性来源。每种来
源都具有什么特点？
4. 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些重要但出乎意料的结果
时，指发生了：
a. 灵感
b. 日常事件
c. 巧合

d. 理论
5. 研究想法的非系统性来源包括：
a. 对某一领域进行仔细和富于逻辑的考查
b. 需要逻辑和推理使一个想法变为可使用的形式
c. 处于典型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外
d. 没有做出多少实际努力就出乎意料地出来了
6. 所 有 下 述 表 述 都 是 研 究 想 法 系 统 性 来 源 的 例 子，
除了：
a. 日常事件
b. 以往研究
c. 理论
d. 课堂笔记
7.《心理学索引术语词典》提供了：
a. 摘要
b. 操作性定义
c. 索引词
d. 实验设计

伦理原则的必要性

的批准就已经成为标准程序。

尽管看起来我们一旦确定了研究问题的特性就可
以开始着手研究了，但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完成
最后的研究设计和收集数据之前，我们还需要解决一
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所从事研究的伦理特
性。警察用橡胶棍逼供嫌疑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加强了我们对伦理问题
的关注呢？尽管我们可以给出很多在研究中不合乎伦
理的例子，但这里只介绍造成这种关注的四个主要事
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的医学暴
行，威洛布鲁克肝炎项目、塔斯克吉梅毒项目和斯坦

样，心理学家必须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我们正让

利· 米 尔 格 拉 姆（Stanley Milgram） 在 20 世 纪 60 年

被试处于危险之中吗？我们的实验处理具有伤害性

代开展的服从研究。

吗？我们从实验收集的信息值得我们让被试处于潜在

在二战期间，纳粹医生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平民囚

的危险中或经受某种程度的伤害吗？尽管过去的观点

徒的长期实验，以决定各种病毒、毒性物质和药物的

倾向于忽视这些问题，但科学研究不应该有道德真空

效果。这些平民囚徒对是否参与这些实验完全没有决

（Kimmel，1988）。

定权。二战结束后，很多这类医生为他们针对不情愿

根据 1974 年版《国家健康研究法案》（National

参与实验的平民进行的不人道行为接受了审判。其中

Health Research Act），美国政府要求确保所有联邦政

许多人被判有罪，有些接受了绞刑，有些被判长期入

府资助的项目得到同行评估和同意，同时，所有人类

狱。纽伦堡战争法庭负责制定了一套医学和研究伦理

被试均已经签署有关所参与研究的知情同意书。从

准则（Sasson & Nelson，1969）。此外，纽伦堡准则

那 时 起， 一 项 研 究 获 得 诸 如“人 类 被 试 评 估 小 组” （Nuremberg Code）强调了针对研究的如下伦理要求。
（Human Subjects Review Panel）、“动物关爱和使用委

1. 被试应该同意参加研究。

员会”
（Animal Care and Utilization Committee）或“伦

2. 被试应该完全知晓研究计划的特点。

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这些机构

3. 必须尽可能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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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须最大限度保护被试以避免风险。
5. 研究计划应该由在科学上合格的人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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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愿终止参与的权利。
在米尔格拉姆（1963）的服从权威实验中，被试

6. 被试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参与。

被告知参与一项学习实验，而且始终被分配“老师”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纽伦堡准则对美国心理学

这一角色。另一位被试（实际上是假被试）扮演学习

会关于心理学家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具有显著影响。

者角色。老师的任务是教学生一组单词。这位老师被

1956 年，威洛布鲁克爆发了肝炎。一个儿童心理

告知研究的目的是想看惩罚对记忆的影响。这位学习

迟滞机构鼓励医生有意感染新进病人，以在可控制条

者（位于邻近的一个房间）每次犯一个错误时，老师

件下研究这种疾病的发展。大约有 10% 的新进病人感

就通过一次电击来帮助学生纠正错误。虽然实验中并

染了这种疾病，并且被安置在单独病区，没有给予治

没有真的施加任何电击，但老师（即真被试）不知道

疗（Beauchamp & Childress，1979）。即使病人的父母

这一点，而且学习者也假装每次都被电击了一样。

同意参与这一研究，许多父母仍然认为他们是迫于压

一旦实验开始后，学习者就会故意犯错，因此老

力而参与的。虽然这一计划确实产生了针对改善肝炎

师就不得不施以电击。针对每次犯错，实验者指示老

治疗的许多宝贵资料，但它涉及了一个关键的伦理问

师增加电击的电压水平。随着错误（和电压水平）增

题。这个伦理问题是，这些被试参与的是与心理迟滞

加，学习者开始呻吟和抱怨，并且最终拒绝回答任何

不相关的项目。我们很难预见心理迟滞与肝炎研究之

问题。实验者告诉老师，没有反应也算一次错误，并

间有何关系。

且继续电击。当老师所施电击达到最高水平或者老师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始于 1932 年（Jones，1981），

拒绝施以任何电击后，实验终止。与米尔格拉姆当初

并且延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这项研究的目的

的设想不同，即使在被试认为的很高电压水平上，他

是观察梅毒在未治疗个体中的发展进程。为了实现这

们仍然施以多次电击。

一目标，399 名生活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克吉市且已感

尽管这一研究增进了我们对服从的了解，但它

染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参与了研究。医生只是告诉病

不是没有伦理问题的。例如，就拿保护被试的权益来

人美国公共卫生署将对他们的血液问题进行治疗，并

说，实验者通过故意要求被试继续施加电击而使他们

且从没有告诉他们研究的目的或者他们已经感染了梅

感到不舒服和面临精神折磨（Baumrind，1964）。而

毒。当然，他们也没有接受任何针对梅毒的治疗。当

且，米尔格拉姆（1964）对于他的被试所面临情绪困

地医生也被告知不要去治疗这些人的梅毒，而且被试

扰的严重程度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即使留意到了针对

还被告知如果他们寻求针对这一疾病的其他治疗，美

被试的这种高水平困扰，米尔格拉姆决定还是继续实

国公共卫生署将终止现有治疗。尽管通过该项计划，

验。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研究者，米尔格拉姆给了所

研究者可能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梅毒发展进程的资料，

有被试一个实验后简报（debrieﬁng session）。在这个

但是它们是以病人不知情，甚至以他们的生命为代

环节中，研究者解释了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且学习者

价的。

也与真被试进行了面对面谈话。之后，所有被试还收
到了一个关于研究结果的报告。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

请综述纽伦堡准则的要点。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违反了其中哪些原则？这一研究是怎样违反这些原
则的？

期，这样的简报以及后续跟踪程序并不是强制的。
在研究伦
理 方 面， 请
不要做这样
的事情！

就这项研究来说，除了研究由具有资质的科学家
完成外，它似乎违反了纽伦堡准则的所有其他原则。
病人没有同意参加研究，也不知道研究的目的。病人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以减少有关健康风险，也完全

我们需要画出不道德行为的底线，这样就可以
尽可能接近那条线但不逾越它。

W. B . P a r k / T h e N e w Yo r k e r
Collection/www.cartoon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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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关于人类被试研究的伦理
原则
像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和米尔格拉姆研究这样的
实验促使美国心理学会最终制定了其伦理指引。美国
心理学会在 1973 年制定和公布了第一版的伦理准则，
随后分别在 1982 年和 2002 年做了修订。
表 2-4 列出了美国心理学会关于研究和发表论文
的伦理标准。
表 2-4

美国心理学会关于开展研究的理论标准

8.01 机构同意
在申请机构同意时，心理学家需要提供关于其研究的准确信息，
并且在研究开始前获得同意。他们根据所批准的程序开展研究
8.02 针对研究的知情同意
（a）根据标准 3.10（知情同意），研究需要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
在获得知情同意时，心理学家需要告知被试①研究的目的，预计
完成时间和流程；②他们拒绝参与以及中途退出的权利；③拒绝
或退出的后果；④诸如潜在威胁、不适和负面结果这些可能影响
他们参与意愿的因素；⑤任何前瞻性的研究益处；⑥保密范围；
⑦参与的报酬；⑧涉及研究和被试权益的联系人（联系人负责解答
有关问题）
（b）心理学家在开展涉及实验处理的干预研究时，需要在研究开
始时就向被试澄清①有关处理的实验特点；②实验中如果有任何
处理的话，那么针对控制组要或不要进行的处理是什么；③设置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方法；④如果某被试不情愿参加或中途退出研
究，则替代处理是什么；⑤参与研究涉及的费用是否由被试或第
三方支出
8.03 针对录音和录像的知情同意
（a）心理学家因研究需要录音或录像时需先获得同意，除非①研
究只是公共场合的自然观察，而且不认为这一行为会产生任何伤
害或识别被试身份；或者②研究设计包含隐瞒技术，而且同意是
在简报环节获得。
8.04 当事人 / 病人、学生和下属被试
（a）当使用当事人 / 病人、学生和下属作为被试时，心理学家不
能因其拒绝或退出而产生任何负面后果。
（b）当研究本身是课程的一部分或者获得学分的机会时，被试也
可以通过其他活动获得同等待遇。
8.05 省略知情同意环节
心理学家可以在下述情况下省略知情同意环节，①当研究不被
认为会产生任何痛苦或伤害，而且涉及：在学校中开展的正常教
育实践、课程或课堂管理方法；匿名问卷、自然观察或文献研究，
而且披露其反应不会使被试面临刑事或民事责任风险，损害其经
济地位、雇佣状况或声誉，同时其保密权得到了保护；或者在组
织机构进行的关于工作或组织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不会对
被试的雇佣状况产生任何影响，同时其保密权得到了保护。
8.06 因参与研究而给予物质或经济刺激
（a）心理学家应该避免因被试参与研究而给予过大或不恰当经济
或其他刺激，因为这样的安排可能有强迫被试参与的意图。

（续）
（b）当把提供专业服务作为参与的刺激时，心理学家应该澄清服
务的特点以及风险、责任和局限性。
8.07 隐瞒
（a）心理学家在研究中不应该采用隐瞒技术，除非他们相信，采
用隐瞒符合该项研究的科学、教育或应用价值，而且非隐瞒技术
的效果是不可信的。
（b）心理学家不能对被试隐瞒可能产生身体疼痛或严重精神痛苦
的操作。
（c）心理学家应该尽可能早地向被试介绍隐瞒也是研究的一部
分，最好是在他们的参与结束时，但不要晚于整个数据收集结束
时，而且允许被试撤销他们的数据。
8.08 简报
（a）心理学家应尽快向被试介绍有关研究的特点、结果和结论的
机会，并且采取必要步骤向被试纠正有关误解。
（b）如果科学或人性价值促使我们延迟或暂不披露有关信息，则
心理学家需要采取必要步骤以避免产生任何伤害。
（c）当心理学家了解到研究的某一部分伤害到某位被试时，他们
应该采取必要手段使这种伤害减少到最低。
资料来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 and code of condu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1060-1073.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那些与①确保被试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和②在研究中使用“隐瞒”（deception）手段的标准已
经被证明是具有争议的。

心理侦探
为什么你认为在进行心理学研究时这些标准是
具有争议的？

许多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都会
涉及隐瞒问题。研究者相信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被
试不知晓研究的本质时，才能获得诚实和无偏向的反
应。因此，研究者发现很难在研究完成前给予被试一
个完整和准确的实验介绍，并且获得知情同意书。

隐瞒在研究中是必需的吗
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向被试解释一项研究的
目的，并且赢得他们的合作。然而，提供一项研究的
全面解释或介绍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反应。例如，我们
来看一下 Driggers 和 Helms（2000）关于收入和约会
意愿的研究。如果被试已经知道他们将要评估收入对
约会的影响，那么他们的行为可能很容易受到他们认

第2章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为行为应该怎样所影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心

知情同意过程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也引发

理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设法保证人类被

了一些有趣的研究。例如，爱德华·伯克利（Edward

试不是因为①他们已经发现了实验的意图，并且知道

Burkley Ⅲ）、 肖 恩· 麦 克 法 兰（Shawn McFarland）、

被要求怎样反应或者②他们认为研究者期望他们以某

温迪·沃克（Wendy Walker）和珍妮佛·扬（Jennifer

种方式做出反应（参见 Rosenthal，1966，1985）。

Young）（均为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的学

因此，有证据表明，如果为了使结果不受被试关

生）评估了把“有权退出实验声明”打印在知情同意

于实验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所带来的期望所影响，那

书上的效果。两组被试参与解字谜游戏。其中一组

么在某些情况下隐瞒就是有道理的。如果研究者采用

的知情同意书上包含“有权退出实验”的声明，另

隐瞒技术，那么他们怎样获得知情同意呢？

一组的知情同意书则不包含这个声明。Burkley 等人
（2000）发现，印有退出声明组学生相比另一组完成

知情同意

了更多字谜题。很明显，知情同意过程对实验结果产

标准 8.02 表明，被试应该就他们参与的某项研
究给出知情同意。这种知情同意常常有关于研究的描
述，被试在签名后参与研究。图 2-5 给出了知情同意

生了影响。遵照伦理流程进行研究将为研究者在未来
提供更丰富的实验机遇。
尽管标准 8.02 的目标似乎不难满足，但有一类被
试会带来一些特别的问题——儿童。例如，如果你想

书的一个样板。

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开展一项研究，那么你的研究计划
知情同意书
请阅读本同意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询问实验人员，他
将回答你的问题。

必须先征得学院或大学委员会同意。（我们将在下文讨
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问题。
）获得批准后，你还需要联

心理学系支持保护人类被试参与研究及相关活动的任何权益。

系有关小学以获得批准。这个批准可能还要包含几个

请根据以下信息决定你是否愿意参加本项研究。你也应该清楚，

层次的批准：教师、校长、校监和学校理事会。上述

即使在同意参加后，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而且你的

每一层次都将严肃审查你的计划以保证儿童权益。成

退出不会招致任何惩罚或责备。
为了确定众多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你被要求完成几个问卷。

功解决这些问题后，你还需要从每位儿童的父母或法

你应该不会超过 30 分钟就能完成这些问卷。需要提醒你的是，

定监护人处获得同意。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要签

这些问卷都是匿名完成的。

署知情同意书。

“我已经阅读了上述声明，并且完全了解了有关研究流程。我
有充分机会询问关于研究流程和潜在风险的任何问题。我了解
了研究的潜在风险，并且自愿承担这些风险。同样，我也了解
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而且不会受到责备。”
日期：
被试和 / 或 授权代表

图 2-5

关于研究的介绍写得越笼统，对隐瞒的运用或不
完整解释研究计划的空间就越大。例如，图 2-5 的知
情同意书就没有明显地告知被试，他们参与的是一项
旨在了解人际交往灵活性、自尊和死亡恐惧之间关系
的研究（Hayes，Miller & Davis，1993）。

知情同意书样板

对被试隐瞒一个实验的真实目的或者不提供一份
实验的完整信息，可能会使某些被试处于潜在的风险

正如你可以看到的，这份同意书给出了一个关于

之中。谁说完成某份调查或问卷将不会对某位被试产

研究的一般性介绍，被试将参与这项研究，以及他们

生某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呢？也许，在一项关于儿童虐

决定不参与时不会有任何惩罚。而且它也清楚表明，

待的研究中，某位被试就在学前班时曾遭受性骚扰，

被试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研究。

而完成你的问卷将唤起那些令其恐惧的回忆。你需要

心理侦探
即 使 看 起 来 不 那 么 明 显， 知 情 同 意 的 过 程 也
可给研究者一个新的变量予以评估。这个变量是什
么呢？

仔细考虑所有可能的反应，并且评估其严重性。

被试参加研究的风险以及最低风险
处于风险中的被试（participants at risk）是指被试
因所参与的研究而处于某种情绪或生理威胁之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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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参与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和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的被试就处于风
险之中。获取处
于风险中被试的
知情同意是一项
强制性条件。
处于最小

◆ 处于风险中的被试 参与实验
的被试在生理或情绪方面处
于危险情境中。
◆ 处于最小风险中的被试 参与
实验的被试在生理或情绪方
面不会处于危险情境中。

风险中的被试

伤害或精神痛苦的相关因素。
研究者必须谨慎了解，被试可能不能完全理解
实验者的全部要求。这样的被试包括儿童、生理或心
理病人、低智力或低文化水平者或者英语为第二语言
者。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必须特别小心，以使这些
个体或者其父母等监护人完全理解实验要求以及参与
研究的任何风险。为了理解重视这些易受伤害人群的
意义，我们假设你来到一个不太会其语言的国家，而

（participants at minimal risk）是指被试在参与某项研究

且你同意参加一项具有潜在危险但你又不了解这种危

时不会经历任何伤害。例如， 阿纳斯塔西娅·吉布森

险的研究，这时你会感觉怎样？在一些情况下，专业

（Anastasia Gibson）、克里斯蒂·史密斯（Kristie Smith）

协会已经制定了特定指南以处理这些易受伤害人群。

和奥罗拉·托雷斯（Aurora Torres）（2000）观察了顾

例如，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Society for Research in

客在自动取款机取款时的扫视行为（参见第 4 章）。在

Child Development, SRCD）就制定了 16 条针对儿童研

这个研究中，被试处于最小风险之中；记录他们的扫

究的指南。你可以从网站 http://www.srcd.org 下载这

视行为不会影响他们的生理或情绪健康。尽管也应该

些指南。

鼓励，但不应强求对处于最小风险中的被试签署知情
同意书。事实上，Gibson 等人也指出，“由于这是一
项系统性的自然观察研究，因此被试没有填写知情同
意书”
（p.149）。

简报环节
简报环节（debrieﬁng session）常常是开展一项研
究计划的最后一

然而，对于那些参与隐瞒研究的处于风险中被试

步，指向被试解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样满足

释研究的特点和

相关伦理要求呢？

目的。简报在某

◆ 简报环节 指在研究结束时，
向被试解释一个实验的特点
和目的的那段时间。

首先，研究者应该告知被试所参与的研究可能引

些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应被研究者轻视。埃

发伤害的有关特征。如果研究者使用隐瞒策略，那么

里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和卡尔史密斯（J. M.

不应该隐瞒被试可能受到伤害的那些部分。例如，当

Carlsmith）（1968）针对有效简报提出了几条非常好的

被试需要服用某种致幻剂时，你不能欺骗他们说正在

指南。

服用一种维生素片。当被试知晓了所有潜在危害后，
他们就可以对是否参与研究给出有效的知情同意了。
其次，在使用隐瞒策略时，满足伦理要求的另

1. 研究者应该能够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真诚传递
给被试。研究者对科学方法的信赖是解释为什么要采
用隐瞒技术以及如何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技术的基础。

一个办法是，在实验完成后给予被试全面的简报。在

2. 如果在研究中采用了隐瞒技术，那么研究者应

讨论某些特殊被试这一问题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

该使被试确信，他们在研究中被欺骗或愚弄，并不是

主题。

他们道德或智力水平的反映。这种感觉恰恰表明，隐

易受伤害人群
研究者认为什么样的环境具有风险或潜在伤害，

瞒技术在项目中是有效的。
3. 由于简报在一项研究的执行中常常是最后一
步，因此研究者可能有尽快结束之意。这种做法是不

可能取决于针对某一项目的被试类型。例如，涉及强

被鼓励的。被试尚有很多信息需要消化和理解；因此

体力活动（如测试体育锻炼对记忆任务的影响；这种

研究者对待简报环节应该相对平缓。相关解释应该是

体育锻炼显然对健康被试没有影响）的实验可能就使

清晰和可以理解的。

不健康被试处于危险之中。同样，在选择喜欢或不喜

4. 研究者应该对简报没有缓解被试不适这种情

欢某类同伴的研究中，被试的年龄也可能是导致情绪

况很敏感，并且尽量改变这种状况。简报的目标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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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恢复（或接近恢复）到研究开始时的心理和情绪
状态。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简报环节还可以从被试的角度使研究者获得关于
实验的一些信息。对自变量的操控是否有效？如果采

5. 研究者应该重申在研究开始时做出的关于信

用了隐瞒技术，那么它是成功的吗？指导语清晰吗？

息保密和匿名的保证。为了保证这一点是可信的，研

你能够从简报环节获得关于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

究者应该已经具备了其作为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真

题的答案。

诚度。
6. 不要通过事后发送解释和研究结果的方式来满
足简报的要求。为了产生最大效果，你应该在实验环
节结束后立即进行简报；并没有什么更容易的方法来
满足这个要求。

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动物的伦理原则
我们已经讨论了针对人类被试的理论准则。自从
威拉德·斯坦顿（Willard S. Small）
（1901）于 1900 年

这些指南指明了简报的一个理想状况，应该尽可

在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设计了第一个老鼠

能遵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简报环节并不需要耗费

迷津以来（Goodwin，2005），众多心理学研究使用了

很多时间。例如，华盛顿州立大学温哥华分校学生艾

动物被试。心理学研究使用动物被试也带来了许多分

尔沃·苏（Elvo Kual-Long Sou）和他的导师洛莉·欧

歧与争议，近年甚至导致了暴力行为。动物研究的支

文（Lori Irving）调查了美国和中国澳门大学生对心理

持者指出，动物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和科学突破（如

疾病的态度。他们写道：“被试一完成调查，就收到

Kalat，1992；Miller，1985）。例如，诸如输血、麻醉、

一张简报纸，上面解释了研究的目的，提供了关于心

镇痛、抗生素治疗、胰岛素治疗、接种疫苗、化疗、

理疾病的基本信息以及针对心理疾病问题怎样寻求帮

心脏复苏、冠状动脉分流手术和整形外科手术这样的

助”
（Sou & Irving，2002，p.18）。

医疗手段均基于动物研究。100 多年来，心理学家在
学习、心理病理学、大脑和神经系统功能以及生理学

心理侦探
请 综 述 关 于 简 报 的 讨 论。 简 报 的 主 要 目 标 是
什么？

等领域使用了动物被试。不可否认的是，动物研究产
生了大量重要且有益的结果。
然而，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相比有关进展，动
物研究的代价太大。他们提到的问题包括喂养问题以

简报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实验的特点，排除或减少

及动物在研究期间所遭受的疼痛，并且坚持这样对

被试在参与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不适，并且使被试尽可

待动物必须停止（Miller & Williams，1983 ；Reagan，

能恢复到实验前的心理状态。例如，米尔格拉姆就对

1983；Singer，1975）。

被试的情绪状态很关注。在研究结束后，他给被试一

尽管研究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还可能

份 5 页的报告，描述了有关结果以及它们的意义。被

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动物研究中的伦

试还完成了一份问卷；84% 的被试表明他们高兴参与

理问题。除了关注针对人类被试的伦理问题，从 20

他的研究。在一个对 40 名被试长达一年的追踪之中，

世纪 60 年代起，社会各界也增加了对动物研究中伦

一位精神科医生报告，“没有证据表明，被试有创伤

理问题的关注。例如，1966 年由立法机构通过的《动

性反应”
（Milgram，1974，p. 197）。

物福利法案》就是旨在保护在研究中使用的动物。美

同样，在社会情境下完成的一项关于焦虑的研

国心理学会也通过了心理学研究中有关动物研究的伦

究中，华盛本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的学生库尔

理标准（APA，2002）。表 2-5 列出了这些标准，以保

特·爱因塞尔（Kurt Einsel）和他的导师辛西娅·特克

证用于研究和教育目的的动物得到人道对待。这些标

（Cynthia L. Turk）完成了如下简报。
“实验者解释了研究

准提升了研究动物的饲养条件。

的方法学逻辑，回答了任何有关的问题，要求被试不要

我们已经讨论了对待动物和人类被试的伦理标

向其他潜在被试分享研究经历，提供了关于社会焦虑以

准，接下来让我们讨论决定一项研究是否应该进行的

及治疗的信息来源”
（Einsel & Turk，2012，p. 28）。

评审小组的情况。对侦探来说，陪审团将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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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伦理审查委员会将决定一项研究

任是审查有关研究流程、心理测验或问卷、知情同意

是否应该开展。

书、简报方案，在动物研究中涉及令动物痛苦的操作

表 2-5

美国心理学会伦理标准 8.09 ：人道饲养和使用动物

和人道处置动物的流程等。如果被试处于风险之中，

被试

那么在实验前他们是否已经知情？被试是否有能力在

（a）心理学家获取、饲养、使用和处置动物需遵守联邦、所在州
和当地法律、法规，并且遵守职业规范。
（b）需由受过研究方法训练和具有动物护理经验的心理学家全程
指导涉及动物部分的实验流程，并且采取措施保证动物的舒适环
境、健康和人道对待。
（c）心理学家需保证在其指导下的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接受了研究
方法以及对所使用动物的饲养和管理等方面的训练，并且已经能
够恰当地承担其在实验中的角色。
（d）心理学家应该尽量避免动物产生不适、感染、疾病和疼痛。
（e）心理学家只有在替代性方法不适用时才可设置动物疼痛、焦
虑和其他不适（如饥饿）条件，且目标应符合其科学、教育和应用
价值。
（f）心理学家应在麻醉状态下对动物进行手术，采取措施避免动
物感染，并在手术中和手术后尽量使动物少感受疼痛。
（g）当需要结束动物的生命时，心理学家应该迅速执行，并且尽
量使动物少感受疼痛。
资料来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 and code of conduct. American
Psychologist，57，1060-1073.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任何时候终止参与？如果采用了隐瞒手段，那么简报
能够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后果吗？某一问卷或调查会引
起强烈情绪反应吗？总之，IRB 就是要保证研究者依
据有关伦理准则对待被试（不管人还是动物）。如果
IRB 决定某一项目没有遵守有关伦理准则，它可以要
求修改，直到达到有关要求为止。
当你开展自己的研究时，不管是实验心理学、研
究方法课作业还是一项独立研究，毫无疑问你都应该
完成有关申请文件，并获得你所在大学 IRB 的同意。
不要被这项任务所吓倒。IRB 申请指南应该是清晰和
直接的。Prieto（2005）开发了一组问题来指导你的思
维并准备有关研究计划和 IRB 申请，见表 2-6。当你
准备 IRB 申请时，我们鼓励你参考这些指引。
表 2-6

准备 IRB 申请时所询问和回答的问题

1. 当准备你的研究计划时，试问你自己如下的一般性问题：
● 以我设计的办法取样、获取知情同意书、收集和存储数据以
及报告和发表结果，会有什么问题吗？请从更糟糕的方面考

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

虑问题。
● 被试对我的研究以及数据收集的体验是什么？请从他们的角
度考虑。

在一些机构，审查使用人类被试的可能叫“人类
被试审查小组”
（Human Subjects Review Panel）；而动
物饲养和使用委员会负责审查动物研究。在另一些机
构，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负责审查涉及人和动物被试的相关研究。尽管
各个机构之间关
于伦理审查机构
的名称可能不
一，但其功能大

● 我这项研究的普遍价值是什么？这些价值怎样才能抵得上我
给被试带来的潜在风险或不便？
2. 准备研究计划时，试问你自己如下这些更具体的问题：
● 我的每个被试都能阅读并且完全理解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吗？
● 我的研究材料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获取被试的个人身份信息，
使得他们处于某种风险之中？
● 如果数据不幸丢失或公开，我的被试会面临何种尴尬或隐私

◆ 伦理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研
究项目是否符合公认的伦理
标准的大学委员会。

同小异。
一个典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由各个领域的人员组
成。例如，如果看一所大学的 IRB，你会发现其成员
可能来自历史、生物、教育、心理和经济学。另外，
可能还有一两位成员不是来自这所大学的。委员会可
能需要一位兽医来协助审查有关动物研究。
这个组织的任务不是决定一项研究的科学价值；
主导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是那个领域的专家。IRB 的责

泄露？
● 我是否已让其他人帮助检查，看我的研究材料是否可能是令
人尴尬的，在文化上倾向于冒犯的，或者对被试明显带有攻
击性的？
● 如果我对某些敏感问题（如性虐待）收集数据，对某些受到保
护的群体（如少数族裔）进行研究，或者了解到被试对自己或
他人的潜在伤害（如意图自杀），那么根据学校规章制度和国
家法律，我知道在保护少数族裔和心理病人方面应该承担的
责任吗？
● 如果某个被试对我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感到不适，那么我有没
有安排一些措施，而且如果不适持续或者变得严重，我有没
有转介服务？
● 在研究期间，我有没有把我的一个常用联系方式（如电话、
传真、电子邮件或邮寄地址）告知所有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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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除了得到 IRB 同意的研究合作者之外，我能妥善保管所有数
据，使得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获得吗？
● 我能保证所有物质奖励（如额外学分、金钱或其他值钱的东
西）平等分配给所有被试，而且我给予的物质奖励没有导致
一个弱势组别或一个受到保护的群体为了获得这些奖励而使
自己处于某种风险之中吗？
资料来源：Prieto，L.R.（2005）. The IRB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 primer for students. Eye on Psi Chi，9（3），24-2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All rights reserved.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作。不管研究任务和设置如何，被试都应该对其参与
以及研究计划认真对待。被试可以认为研究者将在之
后予以解释。
4. 研究完成后，被试有责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
么。除了作为被试外，他们还有责任从一般意义上了
解一项研究的进程以及具体到这项研究的有关情况。
总之，在简报环节，一个被试的责任是询问任何不理
解的问题。此外，研究者也会感谢被试对研究计划的
思考和观察。
5. 被试有责任尊重研究者的要求，即不把有关研

实验者的责任
实验者是一项研究中伦理行为的最终责任人。为
了体现这一责任，研究者需要仔细权衡一项研究的收

究的信息泄露给潜在被试。作为简报环节的一部分，
研究者可能要求被试不要与他们的朋友讨论研究。作
为被试，他有责任尊重这样的要求；泄露有关信息可
能会破坏整个研究的有效性（参见第 7 章）。

益与代价，并且决定是否开展。一项研究产生的新知

很明显，被试的责任也一定是关于一项研究伦

识代表了收益。那么代价是什么呢？时间和费用肯定

理要求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被试的责任常常受到最

是代价，而且应该纳入考虑之中。研究会使被试处于

少关注。为什么？许多学生成为被试是因为他们选了

风险之中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代价。

“心理学导论”课，而做被试是课程要求之一。让学

学生完成课程论文时也应该对伦理行为负责。申

生在一个“被试板”上填写信息或者其他不正式的联

请采用人类或动物被试的研究同样必须提交 IRB 审

系被试方式都会使讨论被试责任这一问题变得异常困

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论文的指导教师需要在申请

难。解决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的解释以

书上签名。

及与学生充分讨论这些责任和研究的益处。

被试的责任

研究完成后研究者应尽之伦理义务

很明显，被试享有很多而且重要的权利。接下
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一个实验者的伦理责任在数据收集以及简报结束
后并没有完成。实验者有责任以一种符合伦理标准的
方式发表有关结果。这里面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剽窃和

心理侦探
被试也应该承担伦理责任吗？研究者会希望被
试有怎样的表现？

数据造假。

剽窃
剽窃（plagiarism）是指使用他人的工作，而不指

Korn（1988）建议，被试应有如下几项责任。
1. 按约及时以及准时参加实验。研究者、其他被

出来源或原作者的贡献。很明显，剽窃违反了心理学
家的伦理标准。尽管我们可能对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

试和整个研究计划都会因某一被试的迟到或失约而遭

存 在 剽 窃 行 为 难 以 置 信， 但 它 确 实 存 在（Broad，

受损失。

1980）。不幸的是，剽窃在大学中并不罕见。尽管一

2. 被试有责任仔细听取实验者的介绍并向其提出

些学生可能认为

问题以理解有关研究。这种专注和提问对被试签署知

剽窃是完成课后

情同意书是很重要的。

作业或学期论文

3. 被试应该认真参与研究，并与实验者良好协

的捷径，但许多

◆ 剽窃 指没有注明出处或肯定
原作者贡献就使用他人工作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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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表 明 他 们 从 未 有 剽 窃 行 为。 加 拿 大 毕 索 大 学

终身制职位）以及薪酬常常都直接与发表记录挂钩，

（Bishop’s University）心理学系（1994）清楚说明了你

因此研究和发表变成了一位学者的中心工作。在匆忙

应该如何避免剽窃。以下是有关指引。
1. 你论文的任何一部分包含了一位作者的完整词
句都必须用引号分隔，并且注明作者姓名、出版日期
和所引页码。
2. 你不应该只以小改动方式（如整合句子、省略
短语、改几个词或颠倒句序）来改写有关材料。
3. 如果你要用自己的话说某些东西，但又要利

准备论文以及提升自己的发表记录时，特别是对那些
不能体会写作乐趣的人来说，从这里或那里借用一些
段落也许是一种容易和快速的办法。

数据造假
数据造假（fabrication of data）是指那些在数据收
集结束后修改数据或者编造他所需要数据的行为。像

用某位作者的发现或观点，则不需要使用引号分隔，

剽窃一样，数据造假是明显违反伦理准则的行为。在

取 而 代 之 是 在 引 用 内 容 后 用 括 号 标 出， 如（Jones，

心理学史上，可能最著名的数据造假者是英国著名心

1949）。

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883—1971）。伯

4. 总 是 确 认 第 二 手 资 料（参 见“正 确 引 用 参 考
文献”）。

特关于双生子的研究支持智力主要遗传自父母这一观
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数据都没有受到挑战，

5. 除非你说的东西是常识性的，否则对所有事

但后来研究者发现，他在不同的研究里报告了完全一

实性陈述以及非原则性的观点、意见，必须标注引用

样的结果。批评者指出，在不同的研究中出现完全一

出处。

样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伯特的支持者认为，由于

6. 不要提交与之前已在别处提交的论文相同或相
近的论文。

年迈，他可能忘记了哪些数据属于哪项研究。不幸的
是，学者们没办法解决这一争执，因为在伯特去世不

7. 在论文正式投稿前，可以先请人对之予以批

久后有关数据就

评，以便你对有关逻辑、语法、断句、拼写和表达错

被销毁了。研究

误进行纠正。然而，请另一个人重写你的论文的任何

者 们 现 在 同 意，

部分或者请人把你的论文从一种语言翻译成英文是不

伯特的研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

◆ 数据造假 是指实验者刻意修
改或编造数据的行为。

允许的。
8. 保留你有关工作的注解或草稿，以及那些你所
在大学所没有的材料的复印件。
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指引 2 对学生来说是最难
遵守的。如果再读一次这一条指引，你会发现，即使
改写一个作者的词句也算剽窃。全面阅读资料是有益
的，但在写作时你就应该把它们放一边了，以便你不
会试图复制或改写它们。例如，如果你把上句改写为
“仔细阅读资料是有好处的，但在写作时你就应该把
它们放一边了，以便你不会试图复制它们”，那么就
是剽窃了。
此外，如果你的教授不鼓励你在论文中采用原文
引用，那么你也不应感到惊讶。许多教授都喜欢你用

现在，这就是不发表即灭亡。

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有关观点，然后引用资料来源。
为什么研究者会剽窃呢？尽管每个人的理由都可
能因人而异，但发表论文的压力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Mahoney，1987）。由于一个人的工作保障（如申请

心理侦探
是什么导致一位科学家数据造假呢？

Bunny Hoest/WM Hoest Enterpris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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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可 以 再 次 把 之 归 结 为“不 发 表， 即 灭 亡”
（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我们在研究中采用真或假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先阅读了这个理论。事实上，一些教授可能要求你只
引用那些你确实读过的原文献。

的假设（即虚无假设，见第 5 章）；因此总有可能一项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你了解到一项有趣和中肯

研究的结果不是预期结果。当数据不符合预期时，就

的研究，但又不能获得原文献。也许你的图书馆里没

有一种修改数据以与预期或相关理论一致的诱惑。很

有订购发表这篇论文的期刊，而且你也不能通过馆际

明显，稍微改一下数据会比重做一个完整的实验更容

借阅获取有关文献。糟糕的是，你也没有作者的联系

易，也更快。从稍微改几个数据到完全数据造假似乎

方式。甚至，这个研究还没有正式发表。那么，不能

也不是一个巨大变化。

获取某篇原始文献时，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原文献

在科学界，错误信息的后果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出自某本你不能获得的期刊，那么就像你确实看过一

心理学家伪造一个发现，实际上是在鼓励其他研究者

样引用和列出这篇文献就很有诱惑力。我们提醒你不

对注定要失败的研究进行探索。在时间、工作量、被

要这么做；研究者有伦理责任只引用和列出其阅读过

试和经费上的付出可能是很巨大的。而且，由于大多

的文献。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你应该引用二手文献。

数研究是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因此纳税人的损失也

不要绝望；有一种办法帮助你把那些你不能获得

是明显的。由于数据是一项研究的基础，因此伦理行

的文献放进研究之中。下面是具体办法。假定你阅读

为是极为关键的。

了 Smith 和 Davis（1999）的这篇文章，该文又引用了

运用统计结果撒谎
除了禁止剽窃和数据造假行为外，研究者还有
责任以无偏方式报告有关数据。从第一感来看，这一
责任似乎是相当直接的，也是没什么后果的。结果就
是结果，难道不是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是”，

Brown（1984）所完成的一项研究。你想引用 Brown
的这篇论文，但你找不到它。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
这样引用：
Brown（正 如 Smith 和 Davis，1999 所 引 用） 发
现……

也 是“否”。 是， 表 明 基 本 结 果 是 不 可 更 改 的； 然

在参考文献部分，你将只列出确实读过的 Smith

而，研究者可以有各种选择和创造力去决定哪些应该

和 Davis（1999） 的 这 篇 文 献。 我 们 将 在 第 14 章 详

报告，以及怎样报告。例如，一个研究者可以选择性

细介绍如何在文中引用以及列出参考文献。我们鼓励

地放弃一些重要数据，而强调另外一些数据（这些数

你现在就去阅读相关内容。我们认为，在文中引用和

据可能是并不重要的）。报告什么以及怎样报告在决

列出参考文献时，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学习；你

定你的读者获得什么结论上非常关键。达莱尔·哈夫

需要努力学习以掌握这些技能。福尔摩斯评论：“长

（Darrell Huff，1954）出版了一本名为《统计陷阱》
（How

期以来，我的格言就是，细节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to Lie With Statistics）的书。他在书中介绍了很多有
问题的统计手段，错误地影响了读者。在余下的章节

（Doyle，1927，p.194）
表 2-7 列出了美国心理学会关于报告和发表研究

中，我们会继续介绍如何报告统计结果。目前，你应

数据的有关伦理标准。

该清楚，研究者有责任以无偏方式报告他们的结果。

表 2-7

就像一位好侦探一样，你要对那些可能误导或缺失的
证据保持警惕。

正确引用参考文献
当别人阅读了你的研究报告并且注意到你引用文
献支持了你的观点、假设以及你对数据的解释时，他
们假定你确实阅读了这些文献。这个假定很好理解；
如果你设计一个研究去检验一项理论，那么你应该首

美国心理学会伦理标准 8.10–8.15 ：报告和发表你
的研究

8.10 报告你的研究结果
（a）心理学家不数据造假。
（b）如果心理学家发现了在他们已经发表的数据中存在严重错
误，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修正（correction）、撤稿（retraction）、勘误
（erratum）或其他恰当方式予以改正。
8.11 剽窃
（a）即使其他人的工作或数据得到了引用，心理学家也不能把这
些工作或数据报告成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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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8.12 署名权
（a）心理学家只有在确实开展或具有实质贡献的情况下才具有相
关权利和义务，包括署名权。
（b）主要作者（principal authorship）和其他作者顺序准确反映了
研究者的科学和专业贡献，而不是他们的地位。只具有某个职位
（如系主任）不足以在论文中署名。对一项研究有不重要贡献或者
只是写作论文这样的贡献将通过脚注或致谢予以承认。

（续）
（b）那些请求获得数据进行重新分析以验证有关结论的心理学家
只能用这些数据从事这样的目的。如果这些学者要利用这些数据
实现其他目的，则需要获得另外的书面同意。这不妨碍心理学家
要求这些人对因提供这些信息而产生的后果负责。
8.15 评审者
（a）负责评审会议报告、出版物、基金项目和研究计划的心理学
家有责任对相关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c）除特殊情况外，一位博士研究生在发表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

资料来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

基础的论文且有多位作者时，应该作为主要作者。指导教师应该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 and code of conduct. American

尽可能早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与学生讨论署名情况。

Psychologist，57，1060-1073.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8.13 重复发表数据
（a）心理学家不要发表之前已经发表的数据。但是在恰当说明的
情况下，重新发表一些数据是可以的。
8.14 分享数据以验证有关结论
（a）研究结果在发表后，除非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泄露的有关数
据，否则在被试享有信息保密权的情况下，心理学家不能对试图
通过重新分析手段以验证有关结论的学者保密有关数据。

现在，我们不想给你一个这样的印象，即大多数
科学家都有剽窃、数据造假以及不恰当报告数据和参
考文献的行为；事实上，他们没有。绝大多数科学家
沉浸于设计和开展他们自己的研究，以揭示自然的奥
秘。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不讲道德的人给科学蒙羞。
我们希望你不会在这些人之中。

回顾总结
1. 实验者有责任保证一项研究需遵守伦理原则。
2. 由二战纳粹医生犯下的暴行、威洛布鲁克肝炎计
划、塔斯克吉梅毒计划以及像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这样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研究伦理的关注与意识。
3. 美 国 心 理 学 会 制 定 了 一 套 针 对 人 类 被 试 的 伦 理
标准。
4. 尽管研究者应该避免隐瞒行为，但为了使被试产生
无偏反应，这样做也是合理的。
5. 知情同意书是一份签名的声明，表明被试了解实验
的特点并且同意参加。
6. 处于风险中的被试是指那些因参与实验而使自己处
于生理或情绪风险中的个体。处于最小风险中的被

试是那些在参与实验时没有风险的个体。
7. 实验者在简报环节向被试解释实验的特点和目的。
尽管简报的目的是消除实验可能给被试带来的任何
风险，但它也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关于研究流程的
有价值信息。
8. 动物研究同样需要遵守相关伦理标准。
9. 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由科学和非科学同行组成，负
责审查一项研究是否符合伦理标准。
10. 除了被试的权利，他们还有几项责任。
11. 研究者有责任以合乎伦理的方式报告其发现。剽
窃（使用他人的工作而不指出来源或原作者的贡献）
和数据造假是报告研究结果中最主要的伦理问题。

检查你的进度
1. 请介绍三个受到伦理质疑的研究。
2. 纽伦堡准则强调一项研究应注意什么？
3. 在哪些情况下，隐瞒是合理的？如果采用了隐瞒手
段，那么怎样才能满足被试的知情同意权？
4. 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处于某种情绪或生理风险之
中，这是：

a. 处于风险中的被试
b. 处于最小风险中的被试
c. 自愿被试
d. 处于无风险中的被试
5.
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一项研究的特点以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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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希望的后果。
a. 知情同意书
b. 伦理审查委员会
c. 针对人类被试的伦理原则
d. 简报环节
6. 请介绍在研究中使用动物被试的伦理要求。

提出良好的研究问题并开展合乎伦理的研究项目

7. 什么是 IRB ？请介绍一个典型 IRB 的组成。IRB 具
有哪些责任？
8. 在开展研究时，实验者的伦理责任是什么？
9. 请区分剽窃和数据造假。哪些压力是造成这些非道
德行为的原因？

展望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几种产生研究想法的源
泉，进行有效文献综述的方法以及在进行研究项目之
前必须考虑的伦理问题。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实

际的研究方法上。在下一章中，你将学习到许多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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