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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作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实验探究了在合作的过程中，权力感所产生的影响及社会距离所产生的中介作
用及群体身份所产生的缓解调节作用。实验包括利用角色扮演法、情景回忆法来操控个体权力感，虚拟与真实的公共物品范式、
囚徒困境范式来测量人际合作，通过 IOS 问卷测量社会距离，并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来控制群体身份。本文三个实验的证据表明：
（1）
在虚拟的投资游戏中，高权力感个体的合作行为显著少于低权力感的个体；（2）在互动情境中，个体所感知到的与其互动对象的
社会距离，在权力、合作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3）对于同组组内成员，高权力感个体相较于低权力感个体，有更多的合作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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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权力、合作近也有相关研究，如在谈判情境中，权

权力，是人们社会身份的表征，构成了人际互

力感会影响个体作出更少让步、提出更多要求，甚

动的核心；同时，权力也构成了许多决策的内在动

至在竞争策略上会采用胁迫的手段（De Dreu, 1995;

机（Bowers, 2011; Maccallum et al., 1996）。在心理

Lawler, 1992; Magee et al., 2007）。在不对称社会困

学相关的领域中，权力被认为更多是借由个体权力

境下，强势方会比弱势方更为集体贡献、争取多的

感来发挥作用的。所谓权力感，是指一个人可以影

资源，并表现得更合作（Van Dijk & Wilke, 1995）。

响到他人的能力，以及对于奖励、资源分配或者是

同时，不少研究发现强者往往更偏好投身于竞争 ,

惩罚等的控制力，是一种心理影响的状态或者倾向

从而提升获得利益的概率（Kimbrough, Sheremeta,

（成年 , 李岩梅 , 梁竹苑 , 2014; Gruenfeld, 2003），

& Shields, 2014; Wilke et al., 1986）； 相 对 弱 者 则

同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核心。在现实情境中，互动

为维护或争取利益，更偏向采取合作一类的策略

双方的权力感通常不一致的，如教师—学生、上级 -

（Avrahami, Kareev, Todd, & Silverman, 2014）。

下属、垄断大公司和小公司等。权力感使得个体在

在现实的人际互动场景里，当个体面对 “集体

人际互动中得到他人更多关注，却也更少关注他人

的利益”最大化与“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存在矛盾时，

（Piff et al., 2010）；权力会增加个体的刻板化他人

权力感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呢？这当中的影

倾向（Goodwin et al., 2000; Guinote, 2007; Guinote &

响机制又是如何？本文通过三个实验，先后验证了

Phillips, 2010），以及“去人性化（dehumaniation）”

权力感会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降低个体相互之间的合

（Lammers & Stapel, 2011）；同时 , 还会产生主观分

作行为。综合实验结果，基于社会困境的情境下，

离感，增加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Lammers

本文得出下述结论：首先，权力感的触发将增加个

et al., 2012）。

体对与之互动对象的社会距离感知，进而降低个体

权力感影响了人际互动中权力个体对双方的感

的合作意向；其次，当互动对象的群体内身份标签

知，
那么是否直接影响到双方的互动行为甚至结果？

被启动，权力感与合作之间的影响会将会被调节，

在互动情境中，权力感将导致个体间有更多的合作

即当告知高权力感个体与其互动的对象是其同一群

或竞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三个实验联合探

体内成员时，权力个体的合作行为将显著提高。

究了在人际互动中权力与合作行为间的关系。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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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假设推导

２.１ 权力感基于社会距离对合作发生影响
权力，作为个体的社会身份象征，影响着个
体 的 决 策 与 行 为（Bowers, 2011; Maccallum et al.,
1996）。若其中一方个体会资源匮乏，则合作可能
无法进行，但若双方的资源占比过于悬殊，则合作
亦可能难以发生。对于低权力个体，因所控制的资
源有限，故在动态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目标达成
上对高权力个体有更高程度的接近与依赖（Fiske,
1993）。因权力感的不对称，给个体带来了不对称
的接近动机和依赖，并影响了低权力个体、高权
力个体双方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之差异（Kelley et al.,
1983）。在互动情境中，社会距离作为重要的社会
表征信息，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合作行为——人们
倾向于与自己社会距离近的个体合作，同时远离甚
至背离距自己较远的人（袁博等 , 2014）。综上，
我们假设：在人际互动中，权力感会增加个体感知
的社会距离从而减少个体的合作行为。
２.２ 群体身份对合作权力效应的缓解作用
群体身份，即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主
要分为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群体内成员会让
个体产生更亲近的距离感，而群体外身份则增加个
体感知的社会距离，一般人之间的组内偏好、组外
歧视现象已有实证（王益文等 , 2014）。不同的群
体身份，将导致不同的社会距离，那么对于权力感
所产生的社会距离，群体身份是否也有缓解作用？
因如前文所述的不对称接近动机及依赖感，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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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在人际互动情境中，权力感会减少个体的
合作行为；
H2：在人际互动情境中，权力感会通过增加个
体的社会距离进而降低合作；
H3：在人际互动情境中，凸显互动对象的群体
内身份，能有效缓解权力感对合作的负面作用

３ 实验研究
实验 1，在大学图书馆发放、完成问卷，及问
卷星在线调查来完成，对被试予以奖励报酬；实验
2、实验 3 则是实验室内的场景真实现场互动，实验
结束后予以被试报酬。
３.１ 实验被试
３.１.１ 实验 １
校内大学生与线上测试人员初计 110 人，年龄
18~32 岁之间，其中有 7 人因未正确理解指导语导
致数据无效，最终获得有效数据 103 份（47 男，56 女）。
３.１.２ 实验 ２
某大学内 60 名在读学生，年龄 23~28 岁之间，
因其中 1 名中途退出最后有效被试为 59 人（30 男，
29 女）。
３.１.３ 实验 ３
某大学内 80 名在读学生（39 男，41 女），年
龄 20~26 岁之间，被试要求身、心健康外，更要求
在此之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３.２ 实验设计
三实验的总体流程思路见图 1。

感之人感知较大的社会距离；但凸显群体身份后，
权力感高者的责任意识和目标感却有明显提高（俞
国良 , 韦庆旺 , 2009）。在现有研究中，高权力者相
比于权力缺乏者，有更高的责任意识和复杂决策能
力（Islam & Zyphur, 2005）。因此，我们提出设想，
在当前任务视角下当高权力感个体在感知到与之互
动方是群体内成员时，此时对任务的全局考虑、对
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的考虑都会影响到甚至改变
其对互动方的距离感知（张琴等，2016）。社会身
份认同产生变化，也会影响两难情景中的个人利益
构成，从而影响到个体间合作（Kramer & Brewer,
1984）。因此，我们假设：当加入变量“群体身份”
后，高权力感个体的社会距离感知将产生变化。
综合上述，本文提出以下 3 个假设设想，并通
过实验来进行检验。

图 １ 实验设计总体流程

３.２.１ 实验 １
基于线上（问卷星）和线下（校园图书馆）施测，
以情境回忆法来操控个体的权力感，通过模拟单轮
公共物品范式来测量个体的合作行为，进而探索个
体的权力感和合作行为间的关系。此方法在操作相
对简易，施测范围较大，我们以此对权力感与合作
的关系进行了初探。
（1）权力感启动。采用 Anderson 等使用的权
力启动材料，来启动被试的高低权力感（Anderson
& Galinsky, 2006），该方法被认为是权力操作范式
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靳菲 , 朱华伟 , 2016; R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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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insky, 2008）。同时为掩盖实验原本目的，也

为确保被试已正确理解游戏规则，被试最后还需填

告知被试要完成其他与本实验无关的其他调查。高

答基本计算题，计算正确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实验。

权力组被试被要求回忆并写下自己曾经影响他人、

（3）社会距离测量。参照 Liviatan（2008）、

或者控制他人的经历和感受，低权力组被试要求回

赵秋荻（2013）等的做法，使用 IOS 量表测量个体

忆并写下自己曾被他人影响、或者被控制以及指挥

所感知到的社会距离。

的经历。最后检验权力感并打分。

３.２.３ 实验 ３

（2）合作任务情境。被试理解投资游戏的规则

组间变量：权力感（高、低）；组内变量：群

后进行投资游戏——各自拥有一私人账户，里面各

体身份（群体内成员、群体外成员）；因变量：个

存了 10 元代币作为投资的本金。此外，每两人有一

体在定价博弈任务中的合作比率。实验三的程序，

公共账户，此两人也可以选择将这笔本金投资到公

参见图 3。

共账户中，投放金额可以是 0~10 之间的任意金额，
公共账户会同时接受到来自双方的转帐，在收到转
账金额后，公共账户中的代币会自动将双方金额叠
加并增长成 1.5 倍 ，随后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将账户
中的所有代币平分转移到各自的私人账户。
（3）情绪测量与分组。随机将被试分到高权力
或者低权力组中，完成权力启动后填写 PANAS 问
卷（Watson et al., 1988），随后进行投资游戏任务进
而测量合作指标。
图 ３ 实验 ３ 流程图

３.２.２ 实验 ２
自变量：权力感；因变量：合作（给出的红包
金额）。实验 2 的主要流程见图 2。

（1）群体身份启动。我们根据被试的美术偏好
来人工构建被试的群体身份，此方法对前期身份识
别、区分有较高的适用度（Chen & Chen, 2011; Li et
al., 2011）。实验助理依次对被试递呈知名画家齐白
石和吴冠中的代表作各 3 幅、共 3 对，将画作以同
类（如同是花，或同是人物）及“齐”“吴”各 1

实验 ２ 流程图

幅构成 1 对呈现，被试从这对画里选出自己更喜欢

（1）权力感操作。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

的。若被试在 3 次的选择中至少 2 次是选择了某位

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 2 组，分别完成高、低权力

画家的作品，即将他划为该画家的组并佩戴“齐”

感的启动任务；然后再让被试完成公共物品游戏，

或“吴”的标签。所有被试佩戴标签完毕后，分组

在游戏里被试愿意给出的红包金额是本实验的主要

完毕。

图２

因变量；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我们通过 IOS 量
表来测得。

（2）定价（囚徒）博弈。这里参照囚徒困境范
式，设定被试 A、 B 在进行产品销售比赛并各自面

（2）公共物品任务。被试在完成权力感操纵检

临选择 “原价”或“降价”的销售策略，一人的选

验后，被告知在拼图游戏之前还需和搭档共同完成

择都会影响另一人的销售进而影响到对方的利润。

一个投资游戏。主试、被试 A（实际是实验助手）

需注意，这里成员 B 是被主试安排的假被试，实际

及真被试同在一微信群，主试微信群告知两位被试

上是专门设计的电脑程序，即无论 A 选什么策略，

是搭档。主试通过微信红包向此 2 人发放部分的实

B 都会随机选“原价”或“降价”之一，目的是排

验报酬（10 元 / 人）。被试在领取了红包后，主试

除反馈策略对实验的干扰，从而更好地检验操控权

再告知投资游戏规则，即被试可自主决定拿出 0-10

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Pothos et al., 2011）。

元的任意金额放至公共账户内，通过微信红包的形

３.３ 实验材料

式发还给主试；主试在分别收到 2 位被试发来的微

３.３.１ 实验 １

信金额后，将 2 者的金额翻 1.5 倍后再平均返还双方。

（1）权力感启动。包括 Anderson 使用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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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回忆法在内的实验材料（Anderson & Galinsky,

（1）AMS 成就动机量表。此成就动机量表，

2006），最后为更好检验权力感，被试需回答以下

包括 2 维度、共 30 题，该量表在内部一致性检验

问题（Huang et al., 2011）：

中 的 系 数 为 .83、 可 信 度 较 高（Gjesme & Nygard,

1.“在刚才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充满权力”
（从
1= 完全没有，7= 完全是）

1970）。根据量表试得分不同，被试将被安排分组
到一个相对匹配的角色。

2.“在刚才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很重要”（从
1= 完全没有，7= 完全是）

（2）权力感启动材料。被试按不同的分组收到
不同的角色说明书并熟悉——高权力组收到领导说

3.“在刚才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很有影响力”
（从 1= 完全没有，7= 完全是）。

明书，阐述了被试假设成为领导所拥有的权力；对
应低权力组则收到下属说明书，叙述了被试假设成

（2）合作任务情境。被试阅读投资游戏规则后，

为下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权力感操纵检验。同实验 1。

通过例子来理解。
例 1：假如你向公共账户中转移了 10 元，而对

（4）情绪自评量表 PANAS。同实验 1。

方转移了 0 元，则最后你的私人账户将会有 7.5 元

（5）社会距离量表。使用 IOS 量表，涵盖了 7

（算法：（10-10）+（10+0）*1.5/2=7.5），而对方

个重叠程度线性增加的双圆，构成一个七点的等距

有 17.5 元（算法：10+10*1.5/2）。

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和效度（Aron et al., 1992）。

例 2：假如你向公共账户转移了 5 元，而对方
转移了 5 元，则最后你们各自的账户里各有 12.5 元
（算法：（10-5）+（5+5）*1.5/2）=12.5。

３.３.３ 实验 ３
实验材料均通过 E-prime 2.0 来呈现。被试在实
验室里和实验助理一同完成实验。

（3）PANAS 量表。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1）AMS 成就动机量表。参同实验 2。

α= 0.75， 效 度 γ= 0.65 该 量 表 共 20 个 题 目， 其

（2）权力感启动材料。参同实验 2。

中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形容词各 10 个（Watson et al.,

（3）权力感操作检验。参同实验 2。

1988）。

（4）情绪自评量表 PANAS（控制变量）。参
同实验 2。

３.３.２ 实验 ２
实验材料皆通过 E-prime 2.0 来呈现。在实验室

Kandinsky 实验方法来区分身份，根据被试的美术偏

内，被试与实验助手共同完成实验。
表１

（5） 群 体 身 份 启 动 材 料。 参 照 Klee、

实验 ３ 定价（囚徒）博弈任务反馈矩阵表

好来分组，选用知名画家齐白石和吴冠中的代表作
作品各 3 幅合计共 3 对。

４.１.１ 实验 １
实验 1 相关结果参见表 2 至表 4。数据表明，

（6）定价（囚徒）博弈任务情境。参照囚徒博

权力感在高权力组被试要明显更高于低权力组被
试（t (101)=3.53，p <.01，d =.70）， 权 力 操 作 是 有

弈拟定的定价博弈，定价的矩阵见表 2。
（7）社会距离测量。IOS 量表，参同实验 2。

效的。同时，因在情绪量表上的得分上高、低权
力组被试未有显著差异，在积极情绪上高权力组

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M =19.29±4.88）略高于低权力组（M =19.06±4.07），

４.１ 数据分析

实 验 排 除 了 情 绪 的 影 响； 与 此 同 时 在 消 极 情
表２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实验 １ 权力感操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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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实验 １ 情绪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４ 实验 １ 不同权力感下的合作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绪 上 两 组 被 试 也 未 体 现 显 著 差 异， 高 权 力 组
（M =18.73±4.71）略低于低权力组（M =19.88±4.41）。
在投资游戏中的投资金额上，高权力感的个体和
低权力感的个体间有显著的差异（t (101)= -2.89，

p <.05，d =.58），高权力组在投资游戏中给出的金额
要显著少于低权力组。
４.１.２ 实验 ２
通 过 表 5 可 知， 权 力 感 的 操 作 成 功（t (57)=
-11.33，p <.001，d =-3.00），情绪影响不显著。在对
不同的权力感进行 t 检验，发现权力对社会距离影
响显著（t (57)=5.8，p <.05, d =1.56）、对合作影响显
著（t (57)=6.59，p <.001，d =1.75）；
表 6 的权力感、社会距离及合作相关分析中，
表５

R（权、社）=.49（p <.01），R（权、合）=-.52（p<.01），
R （社、合）=-0.48（p <.01），三者呈显著相关。
表 7、图 4 反映了社会距离所起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后，权力感对个体的社会距离
的回归系数为 0.48（p <.001），达十分显著水平，
可以解释社会距离方差变异的 24%，说明权力感与
个体的社会距离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权力感对
合作的回归系数为 -0.46（p <.01），达显著水平，可
以解释合作方差变异量的 22%，说明权力感与个体
的合作倾向呈显著的负相关。将自变量权力感与中
介变量社会距离同时放入模型，我们可看到权力感
对合作的回归系数达 -0.34（p <.05），达显著水平，
而社会距离对合作的回归系数 -0.28（p <.05）、负相

实验 ２ 权力感操作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６ 实验 ２ 权力感、社会距离与合作相关系数表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７ 实验 ２ 社会距离在权力与合作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模型 2 因变量是社会距离，模型 .1、模型 3 的因变量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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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显著，同时也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该模型也解释

常显著，说明被试的高、低权力感已被角色扮演的

了合作 27% 的变异量。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后，自变

方法成功启动。

量权力感对因变量合作的相关减弱了，
但依然显著，

在情绪检验上，表 9 表明高、低权力组在积极

说明社会距离在权力感与合作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

情绪上无显著差异，t (78)=-1.72，p >.05，d =-.39；同样，

用。

两组被试在消极情绪上也无显著差异，t (78)=-1.68，

图 ４ 实验 ２ 权力、社会距离、合作路径系数图

４.１.３ 实验 ３
与实验 2 同理，实验三进行权力操作检验，通
过 表 8 可 知：t (78)= -4.33，p <.001，d =.98， 总 体 非

p >.05，d = -.38。
表 10 表明，权力感对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 (1,78)=46.01，
η 2=.39（p ＜ .001），高权力感（M =3.90）
的个体社会距离显著高于低权力感（M =2.53）。群
体身份的主效应非常显著，F (1,78)=81.08，η 2=.53（p
＜ .001），群体内的社会距离（M =2.30）显著小于
群体外的社会距离（M =4.13）。同时，两者的交互
效应显著，F (1, 78)=5.48，η 2=.08（p ＜ .05）。
表 11 表明，权力感对合作的主效应显著，F (1,
78)=14.81，η 2=.14（p <.001），高权力感（M =.36）
的 个 体 合 作 显 著 低 于 低 权 力 感（M =.57）。 群 体

表 ８ 实验 ３ 权力感操作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９

实验 ３ 情绪检验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１０ 实验 ３ 权力、群体身份对社会距离的方差分析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１１ 实验 ３ 权力、群体身份对合作的方差分析

注：*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身 份 的 主 效 应 也 显 著，F (1,78)=62.23，η 2=.43（p

非常显著（F (1,78)=64.48，η 2=.48（p ＜ .001））；

＜ .001），群体内的合作比群体外的合作更显著。

处于低权力感时，群体内与群体外的社会距离差异

2

同时，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F (1,78)=5.28，η =.06（p

显 著（F (1,78)=22.28，η 2=.21（p ＜ .01））。 而 当

＜ .05）。

对方属群体外成员时，高、低权力感的个体感知到

结合表 10、表 11 等数据，对权力感和群体身

的社会距离差异非常显著（F (1,78)=41.45，η 2=.33

份的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参见图 5。当处

（p ＜ .001））； 当 对 方 属 群 体 内 成 员 时， 高、

于高权力感时，群体内、外成员间的社会距离差异

低权力感的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差异显著（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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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2.28，η 2=.21（p ＜ .01））。
权力感对合作的主效应显著，F (1, 78)=14.82，
2

p <.001，η =.16，高权力感的个体合作（M =.39）
比 低 权 力 感 的（M =.55） 更 为 显 著。 群 体 身 份 的
主 效 应 也 显 著，F (1, 78)=62.24，p <.001,η 2=.45, 群
体 内 的 合 作（M =64） 显 著 大 于 群 体 外（M =.30）
的合作。两者间的交互效应显著，F (1, 78)=5.29，
p <.05,η 2=.07。对群体身份在不同权力感情况下的
差异作进一步检验后，发现当被试处于高权力感
下，群体内外的身份导致的合作差异显著，F (1,
78)=15.63，p <.001,η 2=.17， 对 群 体 内 成 员 的 合 作
（M =.51±.19）明显高于群体外成员（M =.27±.19）。
在低权力感状态下群体内、外身份带来的合作差异
也明显，F (1, 78)=51.90，p <.001,η 2=.41 低权力感个
体对群体内成员的合作（M =.77±.22）比群体外成
员（M =.33±.17）更显著。简单效应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科

学

动场景，通过实验操作触发个体的高低权力感，探
究在不同的权力感下个体在公共物品任务（红包捐
献）的行为差异。实验结果表明，不同高低权力感
的被试，其感受到的社会距离及随后作出的合作行
为明显不同。通过回归分析处理，表明个体感知到
的社会距离在权力感和合作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实验3在前两个实验的基础上加入了群体身份，
表明从群体归属层面影响了个体感知社会距离，群
体身份不仅能直接作用于社会距离，也可调节权力
感带来的社会距离感知。实验 3 也验证了社会距离
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身份在权力感对社会距
离、合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这一假设得到实证。过
去的研究证实，权力会增加个体的社会距离，造成
个体疏离及决策独立（Lammers et al., 2012）。实验
的结果启发我们可适当的凸显互动对象的内群体身
份标签来促进组织中不同身份个体的合作行为。

５

小结

５.１ 理论意义
三个实验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权力、合作间的
关系，既有较高内部效度的实验室实验，亦有较高
生态效度的情境互动实验，提高了实验结论的可靠
程度。其次，通过实验，更深入探究了权力对合作
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进一步验证了权力的社会距
离理论。最后，研究互动中的群体身份，即组内、
图５

权力、群体身份对社会距离的交互效应图

外成员的身份在这过程中所发挥作用，调节权力的
效应并引申出缓解策略，让我们对内在机制有更好
的理解，同时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
５.２ 实践意义
一方面，组织中的权力地位不对称既是本文关
注所在，同时也是现实中常见的真实写照，本文的
实验结果为有效预测组织内部不同权力个体的不同
表现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合作是现实中组织运行、

图 ６ 权力、群体身份对合作的交互效应图

４.２ 结果讨论
实验 1 发现权力降低了个体的合作意愿，在实
验 1 中表现为高权力个体往公共账户中转账金额
的意愿低于低权力个体。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Kanso 等人的实证研究，高、低权力个体共同完成
联合任务，高权力个体在任务中的表现倾向于更不
合作（Kanso et al., 2012; Kanso et al., 2014）。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利用设计的真实互

个人生活的重要议题，促成和保持合作从而达到个
人、组织、社会最优运作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从群体身份、个体权力感的角度切入，对如何
促成和维持现实中不同个人、组织的合作有着很好
的借鉴意义。
５.３ 研究局限及展望
权力对合作之影响，以及二者间的关系，本身
亦是宏大的课题，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社会距离对
权力和合作的影响仅是部分中介的作用，故可能存
在的其他未展开研究的变量，本文受限于各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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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充分展开。同时，本文的实验被试，大部分是
校内学生，
实验的外部效度也存在一定考验。
对权力、
合作的研究，近年来是研究的热点，从权力的属性、
权力的稳定性、权力者责任意识的启动，以及以及
不同的合作方式、合作持续时间等等，这些本文未
尽同时也是未来很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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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hum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wer is a key factor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network. Studies like power on cooperation are becoming research hotspots in recent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some inner
mechanism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bout cooperatio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the group identity between power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ower sense, the mediation role of social
distance, and the moderation role of group identity.
In Experiment 1, valid participants fo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sisted of 103 college students. Power sense was firstly activated by taskrecall and measured by 3-item survey (e.g., “How powerful did you feel”) (Huang et al., 2011). PANAS scale was conducted among participants to
make sure emotion didn’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periment. Then,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a virtual investment game, and cooperation was
measured by each one’s investment amount.
Experiment 2 and Experiment 3 were conducted in the laboratory with E-Prime 2.0. Both experiments manipulated power sense through roleplay, and includ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M) scale and PANAS scale. In Experiment 2 (Public Goods Game), valid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59
college students, and cooperation was measured from investment amount through WeChat red pocket. Social distance as mediation between power
sense and cooperation was tested with the IOS scale.
In Experiment 3 (Prisoner’s Dilemma Game), valid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80 college students and required them to have no prior experience
of this kind before. Group identiti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minimal group paradigm, and tested for its moderation effect between power sense and
cooperation. Also in Experiment 3, fur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social distance as the media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the virtual investment game, the individuals of high power sense cooperated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individuals
of low power sense; (2) Social distance, sensed from individuals contacting with others, partially mediated power and cooperation; (3) Comparing with
individuals of low power sense, individuals of higher power sense had more cooperation around group members. Future study should continu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power. Im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as well.
Key words power sense, social distance, group identity, cooperation, med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