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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胜任需要挫败是指个体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者感觉不能胜任工作。随着知

识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在工作中遭受了短期或长期
的胜任需要挫败。在经历胜任需要挫败后，员工在后续的工作中会越挫越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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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蹶不振？如果员工会越挫越勇，如何强化这一积极效应？如果员工会一蹶
不振，如何规避这一消极后果？已有研究无法清晰地解答这些问题。因此，本
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综合运用行为实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和现场试验的
方法，依次考察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跨期影响，
进而探讨并检验组织层面的发展性反馈、自主性支持以及个体层面的成就目标
导向等干预策略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拓展了胜任需要挫败和自主动机的相关研
究，有助于指导企业对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问题进行科学管理和干预，有益于
员工有效应对胜任需要挫败，充分激发其自主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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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VUCA 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市场较工业时代变得更加动荡、不确定、复
杂和模糊，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因此，现代企业对员工尤其是新生代知
识型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经常面临多样化的、具有挑战
性和不确定性的工作任务，在工作过程中容易遭遇各种挫折并遭受胜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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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胜任需要是一项基本心理需要，胜任需要挫败是指个体觉得自己很失败
或者感觉自己不能胜任工作(Bartholomew et al., 2010)。例如，当员工反复修改
的设计方案依然被主管否定时，员工可能产生很失败的感觉，开始怀疑自己是
否能胜任设计工作。已有研究显示，工作不安全感、阻碍性工作压力、工作挑
战性过大、苛责管理、负面反馈、聚焦个体的批评和社会比较等是诱发胜任需
要挫败的重要因素(Bartholomew et al., 2014; Deci et al., 2017; Trepanier et al., 2016;
Vansteenkiste et al., 2020) 。工作场所的胜任需要挫败会给员工和组织带来较多
负面后果。对于员工而言，胜任需要挫败会导致消极情绪(Bartholomew et al.,
2014; Gunnell et al., 2013; Unanue et al., 2017)、抑郁症状(Van den Broeck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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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不健康状况(Chen et al., 2015)和不幸福感(Gillet et al., 2012)等。对于组织
而言，胜任需要挫败会增加员工的反生产行为、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和自主动
机(Bartholomew et al., 2014)，进而负向影响创新能力和组织绩效。

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已经成为普
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并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过往研究主要考察了在当
前任务中胜任需要挫败对员工和组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Bartholomew et al.,
2014; Gillet et al., 2012; Gunnell et al., 2013; Unanue et al., 2017)，但缺乏对胜任
需要挫败的跨任务影响的探讨。现实工作场景中，员工往往需要连续完成一系
列不同的工作任务，员工的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如自主需要挫败）会影响其参
与后续任务的动机水平和注意力选择 (Radel et al., 2014; Radel et al., 2011; Sheldon
& Gunz, 2009; Strack & Deutsch, 2004)。例如，个体在遭受短暂的自主需要挫败
后，渴望恢复自身的自主感，在后续任务中会更加关注与自主相关的刺激
(Radel et al., 2013)。因此，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员工在前面任务中遭受的胜任需要
挫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在后续任务中的心理或行为表现。

自主动机是激励领域的重要概念，指个体因兴趣、享受从事某一活动的乐
趣或因坚定的信念而自愿从事某些行为的动机(Deci & Ryan, 2000)。例如，当个
体主动牺牲闲暇时间修改设计方案并发自肺腑地热爱其设计工作，乐于投入时
间和精力，则意味着个体对工作的自主动机较强。已有研究表明，员工的自主

动机能预测工作绩效、员工建言行为、主动性行为和创新行为等积极的行为和
结果 (陈戈等, 2020; 侯烜方,卢福财, 2018; 杨勇等, 2020; 张建卫等, 2020)。
随着新生代知识型员工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军和组织的核心人力资源，如何激
发他们的活力，保护和提升其自主工作动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和理论研
究者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自主动机的成因来看，现有研究揭示了员工
特征、自主性支持环境以及工作特征等因素对自主动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考
察跨任务情境下胜任需要挫败如何影响自主动机。

个体遭受短暂的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后，存在恢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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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且恢复过程不受自身认知过程的控制(Sheldon & Gunz, 2009; Strack &
Deutsch, 2004)。基于此，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存在积极的恢复效应，
可能会正向影响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Radel, Pelletier 和 Sarrazin（2013）发现，
经历短暂的自主需要挫败的个体在后续的任务中对自主相关的刺激更加敏感。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遭受长期的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后，更倾向于采取措施
对基本心理需要挫败进行补偿，例如寻找需求的替代品，从而更加关注外在的
目标、放松自我控制并形成不良行为等 (Vansteenkiste & Ryan, 2013)。研究者发
现，持续的自主需要挫败降低个体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水平(Fang et al.,
2020)。基于此，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会引发个体的补偿行为，进而可能负向影
响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综上所述，本研究预测，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
对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存在“双刃剑”效应。

因此，本研究以基本心理需要中的胜任需要为切入点，考察短期和长期的
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影响，并试图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寻求
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以期为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问题进行
管理和干预提供指引。
2 研究现状
2.1 胜任需要挫败的定义和相关研究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具有自主、胜任和归

属等基本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其中，胜任需要是指个体需要在活动中体
验到自己有能力完成该项任务，或者说个人感觉自己能胜任或掌控工作 (White,
1959)。相应地，胜任需要挫败是指个体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者感觉自己不能胜任
工作 (Bartholomew et al., 2010)。研究表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有助于提升个体
的幸福感和内在动机，而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往往会引发消极情绪、不幸福感和
抑郁症状等负面后果(Deci & Ryan, 2000; Van den Broeck et al., 2016)。早期的研
究侧重于考察整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但随着研
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胜任需要挫败如何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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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主要从教师教学风格、工作特征和组织情境等角度探讨了胜任需
要挫败的前因和后果。例如，Earl, Taylor, Meijen 和 Passfield（2017）基于初中
生的实证研究表明，教师控制性的教学风格正向影响学生的胜任需要挫败，进
而增加课堂的消极不投入行为，如打瞌睡等。此外，教师控制性的教学风格还
会通过胜任需要挫败正向影响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 (Hein et al., 2015)。
Bartholomew, Ntoumanis, Cuevas 和 Lonsdale（2014）基于体育教师的实证研究发
现，阻碍性的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身体不适等正相关，这是因为阻碍性的工
作压力致使教师产生胜任需要挫败。基于企业员工的研究显示，工作中的不安
全感通过胜任需要挫败正向影响基于组织的反生产行为（Van den Broeck et al.,
2014）； 职 场 排斥 会通 过 诱 发 胜任 需 要 挫败 进 而 增 加工 作 场 所的 偏 差 行 为
（Fatima et al., 2017）；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任务的不确定性等工作特征也会
导致胜任需要挫败，从而增加员工的工作倦怠和离职意向(Gillet et al., 2015;
Olafsen et al., 2021)。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胜任需要挫败对当前任务的负
面影响，较少探讨当前任务中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的跨期影响。

2.2 基本需要挫败的跨任务影响
个体在遭受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初期，会启动自身的恢复机制，在后续活动
中努力寻找机会满足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根据冲动-反思模型，需要恢复引起
的反应来自于冲动系统。因此，这些反应不受个体意识和认知的控制。更具体

地说，基本心理需要的挫败会引发能有效终止需要挫败的行为反应 (Strack &
Deutsch, 2004)。但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如果个体长期遭受基本心理需要挫败，
则会触发自身的补偿行为，即放弃追求胜任感的满足，转而通过寻找需求的替
代品和发展补偿行为对基本心理需要挫败进行补偿。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自主
需要挫败和归属需要挫败的跨任务影响 (Deci & Ryan, 2000; Radel et al., 2011)。
例如，个体在遭受短暂的自主需要挫败后，在后续的任务中更加关注与自主相
关的刺激材料，因为这些刺激有助于他们恢复自主感 (Radel et al., 2011)。如果
后续任务能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则个体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会显著增强
(Radel et al., 2014)。一项纵向的问卷调研表明，长期的自主需要挫败会引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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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动机，进而跨期影响学生后续的攻击性行为 (Joussemet et al., 2008)。此外，
个体遭受短暂的归属需要挫败后（比如遭到排斥和拒绝），会通过关注组织信息
(Brunia & Boxtel, 2004)、非语言的组织线索 (Pickett et al., 2004)、接受性的提示
(Dewall et al., 2008)、以及无意识地试图融入集体或者模仿他人的习惯和行为
(Lakin et al., 2008)等方式帮助自身恢复归属感。目前已经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
胜 任 需 要 挫 败 的 跨 任 务 影 响 。 比 如 Waterschoot, Van der Kaap- Deeder 和
Vansteenkiste（2019）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会促使个体在后
续任务中更为关注与胜任相关的刺激材料。然而，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
分别如何影响后续任务自主动机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讨。

2.3 自主动机的成因
自主动机是指个体因对某事物的兴趣、享受从事某一活动的乐趣或因坚定
的信念而自愿从事某些行为的动机。研究表明，工作特征、自主性支持环境和
员工特征是影响自主工作动机的关键因素。①在工作特征方面，任务重要性、
反馈和自主性等特征能使员工体验到工作的意义感和责任感，进而增强员工的
自主工作动机(Hackman & Oldham, 1976)。工作意义和任务的多样性提升了员工
对工作的兴趣和认同，从而增强了自主工作动机(Gagné & Deci, 2005)。②在自
主性支持环境方面，上级的自主支持、领导风格、组织的自主支持感、提供发
展性反馈等会影响自主动机。上级的自主支持能提升员工的自主感和归属感，
从而有力地激发员工自主工作动机(Gillet et al., 2013; Güntert, 2014; Nie et al.,

2015)；工作的自主性支持（如提供选择）可以提升员工的自主感，进而提升自
主动机(Meng & Ma, 2015; Van den Broeck et al., 2016)。变革型领导、真诚型领
导、授权型以及魅力型领导等领导风格能满足下属基本心理需要，增强和维持
内在动机、促进外在动机内化和整合，进而提升员工的自主工作动机(Gillet et
al., 2013; Fernet et al., 2015)。员工遭受胜任需要挫败后，如果上级能及时提供发
展性反馈，让员工感受到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从而能不惧失败、敢于尝试新的
办法，有可能促使员工表现出较高的自主动机(耿紫珍等, 2020)。③在个体特
征方面，个体的成就目标导向、因果定向、主动性人格和价值定向等会影响自
主工作动机。员工的自主因果定向正向预测自主工作动机(Gillet et al., 2013)，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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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员工通常具有较高的自主工作动机(Schreurs et al., 2014)。
与绩效目标导向的员工相比，掌握目标导向的员工具有较高的自主工作动机
(Lee & Reeve, 2012)。此外，主动性人格特征的个体在工作中更为主动，表现出
较高的自主工作动机(艾丽欣,王英春, 2017)。
2.4 动机问题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技术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等神经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内在动机，
以克服传统的自报告等手段所具有的依赖事后回顾、存在主观偏差等缺陷。基
于 fMRI 的研究发现，纹状体多巴胺是内在动机的关键神经递质，大脑内侧和外
侧额叶皮层、前扣带回（ACC）、前岛叶皮层（AIC）等区域的活动情况与内在
动机紧密相关(Di Domenico & Ryan, 2017; Lee & Reeve, 2017; Murayama et al.,
2015; Murayama et al., 2010; Ng, 2018)。例如，日本学者 Murayama, Matsumoto 和
Izuma 采用 fMRI 技术，验证了物质激励对内在动机的侵蚀作用，是国际范围内
第一项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探究个体内在动机问题的研究。该研究指出，腹
侧纹状体多巴胺的激活程度可实时表征个体的内在动机水平。随后，Albrecht,
Abeler, Weber 和 Falk 等人通过 fMRI 技术研究了口头鼓励对个体内在动机的影
响，结果表明口头鼓励会增强纹状体多巴胺在反馈结果加工环节的激活程度，
证实口头鼓励可以增强个体的内在动机水平。进一步研究显示，只有不存在外
部奖励时，纹状体激活程度才与内在动机水平相关(Murayama et al., 2015)。提高
纹状体的效率和连接强度能提升内在学习动机(Pascoe et al., 2019)。内在动机的

神经系统还涉及 AIC 等脑区的活动，有趣的任务会激活 AIC 和纹状体，内在满
足的主观感受(与 AIC 激活有关)、奖励加工(与纹状体激活有关)及其交互作用构
成了内在动机的实际体验(Lee & Reeve, 2017)。与回忆非内在激励的记忆相比，
回忆内在激励的记忆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 ACC 更容易被激活，且
VMPFC 和 ACC 之间存在更大的交互作用(Lee & Reeve, 2020)。

基于 ERPs 的实验研究发现，反馈结果加工阶段的反馈相关负波（FRN）、
反馈结果期待阶段的刺激前负波（SPN）等 ERP 成分的波幅等可实时表征个体
的自主动机水平(Fang et al., 2020; Fang et al., 2019; Meng & Ma, 2015; Me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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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例如，一项采用秒表任务的脑电实验研究表明，与无选择组相比，提供
任务选择组的 SPN 波幅以及反馈相关负波的差异波（d-FRN）波幅更大，从行
为和认知神经科学融合的视角证明了提供选择能增强个体的自主动机(Meng &
Ma, 2015)。一项模拟线上竞技游戏的脑电实验发现，适度的挑战促使个体的胜
任感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激发其自主动机，SPN 波幅显著增加。个体遭受自
主需要挫败后，会积极采取措施以恢复自身的自主感，如果后续任务较难，其
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将会显著降低，d-FRN 波幅相应减弱(Fang et al., 2018)。

综上所述，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动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与动
机相关的大脑区域，而 ERPs 技术的时间精度高，能实现客观、实时、准确的测
量个体在参与一项任务过程中的自主动机水平。因此，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
法开展动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Camerer, 2010; Ryan et al., 2018;
Vansteenkiste et al., 2020)。

2.5 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胜任需要挫败、自主动机以及动机问题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等方面
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提炼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①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现有
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单一任务情境下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态度与行为的负面影响，
较少关注多任务情境下前面任务中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的跨期影响；②
从自主动机的成因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工作特征、自主性支持环境和

员工特征等因素对自主动机的影响，缺乏对前面任务的关注；③从胜任需要挫
败的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研究探讨了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可能存在的积极恢复
效应，却忽略了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及相应的
干预策略；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过往研究较少运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探
讨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由于自主动机是一种内在的
心理反应，传统的测量方法（如自由报告法或自由选择法）存在依赖事后回顾、
主观偏差等不足，但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实时监测大脑的认知加工活动，可
以对个体参与任务时的自主动机水平进行更加准确和客观的测量。基于此，本
研究综合运用行为实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和现场实验的方法，探讨（短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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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影响，并试图从组织层面和个体
层面建构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以期拓展胜任需要挫败和自主动机的相关
研究，指导企业管理者对员工胜任需要挫败问题进行科学管理和干预。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聚焦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问题，尝试从认知神经科学
和行为科学融合的视角揭开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双刃剑效应
“黑箱”，并试图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寻求有效的干预策略。具体而言，本研究通
过四个研究模块来探索以下问题：第一，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如何影响后续任
务的自主动机，其神经机理是什么？第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如何影响后续
任务的自主动机，其神经机理是什么？第三，员工遭受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
是否能够通过实施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干预策略（如提供发展性反馈、工作中的
自主性支持和成就目标导向的引导）提升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促使其
越挫越勇？；员工遭受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是否能够通过实施上述干预措
施抑制补偿行为的发生，从而弱化其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负面影响，避免使
其一蹶不振？第四，在组织情景中，上述干预策略是否有效？
3.1 研究一：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影响
根据冲动-反思模型，个体遭受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后，短期内存在恢复基本
心理需要满足的动机和过程，且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恢复的动机且恢复

过程不受自身认知过程的控制(Sheldon & Gunz, 2009; Strack & Deutsch, 2004)。
研究表明，个体遭受短期的自主需要挫败后，如果后续任务能满足被试的自主
感，个体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会显著增强(Radel et al., 2014)。个体遭受短
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在后续的任务中更为关注与胜任相关的刺激(Waterschoot
et al., 2019)。在工作场景中，个体经常需要连续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个体在
前面任务中遭受的胜任需要挫败如何影响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尚不明确。
基于此，研究一（实验 1）主要考察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是否会增强个体参与
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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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年来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自主动机问题的实验方法一致，本
研究拟采用估算时间任务和停止秒表任务作为实验任务 (Meng & Ma, 2015;
Murayama et al., 2010)。在估算时间任务中，被试需要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
下，尽可能准确地估算 3 秒时长。具体而言，屏幕中央一出现秒表图标就代表
任务开始，如果被试感觉距离任务开始已经过去了 3 秒钟的时间，他们应当马
上按键确认。如果秒表停止在成功区间范围内，则视为成功，具体按键时间将
通过绿色的框和绿色的字体反馈给被试；如果秒表停止在成功区间范围外，则
视为失败，具体按键时间将通过红色的框和红色的字体反馈给被试。在停止秒
表任务中，屏幕中央的秒表从 0 秒开始走动，被试的目标是尽可能将秒表停在 3
秒，反馈形式与估算时间任务相同。实验 1 为三阶段的 ERPs 被试间实验，第一
和第三阶段的实验任务为 3s 停止秒表任务,第二阶段任务为 3s 估算时间任务，
通过改变第二阶段任务的难度来操纵胜任需要挫败。实验 1 主要探讨实验组在
第二阶段任务中遭受胜任需要挫败后，与控制组（第二阶段任务中未遭受胜任
挫败）相比，被试自主动机水平的变化（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个体的自主动机存在自然的衰退过程（对任务逐渐熟悉、新鲜感逐渐消失），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针对实验组的被试，胜任需要挫败的引入会增强其自
主动机，并抵消自主动机的自然衰退，反映为自主动机的变化是正向的（第三
阶段-第一阶段），而控制组的自主动机的变化是负向的。

现有的研究表明，大脑对一项任务的认知加工过程包括情景线索加工、任

务启动准备、任务绩效监控、反馈结果期待以及反馈结果加工等 5 个阶段，在
相应的阶段存在不同的脑电指标可实时测度个体的自主动机水平。根据 FRN 的
情绪动机理论， FRN 是个体对反馈结果进行主观价值评估时产生的脑电成分，
其波幅反映了个体对反馈结果的情感和动机。FRN 差异波的波幅（即 d-FRN，
输的结果诱发的 FRN 振幅减去赢的结果诱发的 FRN 振幅）反映了被试对任务
表现的主观价值评估和在意程度，因此 d-FRN 的波幅可以表征个体参与任务时
的自主动机水平。已有系列研究证实，在不涉及物质激励的情况下，SPN 和 dFRN 这两种脑电成分的波幅均能作为个体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的自主动机水平的
测量指标(Fang et al., 2018; Meng & Ma, 2015; Meng & Yang, 2018)。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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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拟通过 SPN、d-FRN 等脑电成分表征个体的自主动机水平。根据 SPN 和 dFRN 等脑电指标特点分别选择特定的时间窗和电极点的脑电数据进行分析。
SPN 的时间窗设定为反馈结果呈现之前的- 200 ~ 0 毫秒这一区间，d-FRN 的时
间窗设定为反馈结果呈现之后的 250~350 毫秒这一区间。电极点主要选择前额
区域的 F1、FZ、F2、FC1、FCZ 和 FC2 共 6 个电极点，进而基于这些电极点的
平均波幅开展统计分析。因此，我们提出脑电层面的假设：实验组的 SPN 和 dFRN 成分的波幅变化是正向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而控制组的变化（第三
阶段-第一阶段）是负向的。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将同时采集脑电数据（如
SPN、FRN）和自报告数据（自主动机量表）。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将融合不同层
面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 SPN 和 d-FRN 等脑电成分的波幅对个体主
观报告的自主动机水平的预测作用，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推广性。

3.2 研究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影响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在遭受长期的基本心理需要挫败时，往往采取一
些措施来补偿基本心理需要挫败，这其中就包括寻找需求的替代品，从而更加
关注外在的目标、放松自我控制、形成并发展不良行为(Vansteenkiste & Ryan,
2013)。例如，长期的归属需要挫败会导致个体变得更具攻击性(Twenge et al.,
2001)，不喜欢亲密的关系(Moller et al., 2010)，更加追求外在的目标如财富、地

位等(Deci & Ryan, 2000)，减少利他行为(Twenge et al., 2007)等对归属需要挫败
进行补偿。此外，长期的自主需要挫败会导致青少年更加关注外在目标，并形
成吸烟和酗酒等不良行为(Williams et al., 2000)、降低自主学习动机(Sheldon &
Krieger, 2006)等对自主需要挫败进行补偿。在工作场景中，有时员工可能会遭
受持续的胜任需要挫败。然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参与后续任务自主
动机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实验 2）在研究一的基础上，进一步
考察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是否会降低个体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

本研究沿用实验 1 的方法，通过任务难度来操纵胜任需要挫败。实验 2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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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与实验 1 相同的实验任务和 ERP 技术，但实验更复杂。实验 2 包括四阶段
的实验任务，并通过在实验组设置两阶段的高难度估算时间任务，诱发被试持
续的胜任需要挫败，进而从行为和脑电层面观察两组被试自主动机水平的变化
是否存在差异。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遭受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时，会放弃
对胜任感的追求，寻找胜任需要的替代品。因此，本研究预期：长期的胜任需
要挫败会削弱自主动机，进一步加剧自主动机的自然衰退，两组被试的自主动
机的改变值均是负向的，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自主动机水平下降的幅度更
大，自主动机水平的改变值（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更负。具体而言，与控制组
相比，实验组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下降幅度更大（第四阶段-第一阶段）。

3.3 研究三：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研究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员工会在工作中遭遇短暂或持续的胜任需
要挫败，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会增强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但持续的胜
任需要挫败则可能会削弱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因此，对员工的胜任需
要挫败问题进行科学干预和管理，遏制胜任需要挫败的负面影响、发挥胜任需
要挫败的积极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胜任需要
挫败的干预策略。

个体遭受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后，渴望恢复自身的胜任感，因而会在后续

任务中更加关注胜任相关的刺激(Waterschoot et al., 2019)，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
胜任感的视角干预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基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将探讨组织层
面因素（如发展性反馈、自主性支持）和个体层面因素（如成就目标导向）是
否会调节胜任需要挫败对自主动机的跨任务影响。发展性反馈是组织中上级为
其下属提供的对其未来学习、工作和个人发展有价值的反馈，有助于提升员工
的胜任感和工作动机 (Chiviacowsky & Wulf, 2002)。工作中的自主性支持能提升
员工的胜任感，并增强其自主工作动机 (Van den Broeck et al.,2016)。此外，个
体应对胜任需要挫败的恢复机制存在个体差异，比如，绩效目标导向会阻碍胜
任需要挫败的恢复机制，与绩效目标导向较高的个体相比，绩效目标导向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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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遭受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更渴望恢复自身的胜任感 (Fang et al., 2019)。
此外，基于成就目标理论的研究表明：持掌握目标导向的个体把注意力集中在
对任务的理解和把握之上，在完成任务难度较高的任务时，会积极寻找解决问
题的策略，从而激发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持绩效目标导向的个体在面
临挑战性较高的任务时，更容易怀疑自身能力，从而导致较低的自主动机 (Lee,
2010)。综上所述，组织层面的发展性反馈和自主性支持以及个体的成就目标导
向均能影响员工的胜任感。基于此，本研究预测，发展性反馈、自主性支持，
以及个体层面的成就目标导向等因素将会调节胜任需要挫败对自主动机的跨任
务影响。研究三将沿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讨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措施。

3.3.1 研究 3a： 如何越挫越勇，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干预策略研究
本研究包括两项脑电实验，实验任务、数据采集的设备和方式同研究一。
实验 3 主要考察组织层面的干预策略如发展性反馈和自主性支持能否引导员工
越挫越勇，采用 2(反馈方式:发展性反馈 vs. 正常)×2(任务选择: 有 vs.无)两因素
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干预前后的自主动机水平的差值（第三阶段-第一阶段）。
为了操纵发展性反馈，本研究拟在第二阶段任务结束后，在反馈界面告知被试
具体的成功次数和成功率，并结合个人表现，告知成功率较低的原因以及改进
措施(Zhou, 2003)。与以往研究的范式保持一致，本研究通过提供任务选择操纵
自主性支持(Meng & Ma, 2015)。具体而言，本研究设计难度相同的两项停止秒
表任务 A 和 B（经过前期的预试验，任务 A 和任务 B 的成功区间不同，成功率

均为 50%左右），有选择组可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其中一项停止秒表任务，无选
择组被随机分配一项停止秒表任务。本研究假设，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会增强
自主动机、抵消自主动机的自然衰退，四组被试的自主动机的变化均是正向的，
但发展性反馈且有选择组的自主动机水平的增加幅度最大，显著高于其余各组。
据此提出脑电层面的假设：四组被试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均会增加，其中
发展性反馈且有选择组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第三阶段-第一阶段）。

实验 4 主要考察员工遭受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与绩效目标导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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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掌握目标导向是否能增强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从而引导其越挫
越勇。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成就目标导向，因变量为干预前后的
自主动机水平的差值（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与以往研究范式一致，实验 4 设置
绩效目标导向组和掌握目标导向组，拟采用指导语来引发各组被试的掌握目标
导向和绩效目标导向(李燕平,郭德俊, 2004)。本研究预测，短期的胜任需要挫
败会增强自主动机、抵消自主动机的自然衰退，两组被试的自主动机的变化均
是正向的，且掌握目标导向组自主动机水平的增加幅度高于绩效目标导向组。
具体而言，两组被试的 SPN 波幅和 d-FRN 的波幅均会增加。与绩效目标导向组
相比，成就目标导向组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增加幅度更大（第三阶段-第一
阶段）。

3.3.2 研究 3b： 如何避免一蹶不振，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干预策略研究
本研究包括两项 ERPs 实验，实验任务、数据采集的设备和方式同研究二。
实验 5 主要考察员工遭受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组织层面的干预策略
（发展性反馈和自主性支持）是否能减轻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其参与后续任
务自主动机的削弱作用，从而避免一蹶不振。实验 5 采用 2(反馈方式:发展性反
馈 vs.正常)×2(任务选择:有 vs.无)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胜任需要挫败、发展
性反馈和自主性支持的操纵方式同实验 3，因变量为干预前后的自主动机水平
的差值（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本研究预测，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会削弱自主
动机，进一步加剧自主动机的自然衰退，四组被试的自主动机的变化均是负向

的，且发展性反馈且有选择组自主动机水平的降低幅度最小。具体而言，四组
被试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均会减少，其中发展性反馈且有选择组的 SPN 波
幅和 d-FRN 波幅降低幅度最小（第四阶段-第一阶段）。

实验 6 主要考察个体遭受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与绩效目标导向相比，
个体的掌握目标导向是否能减轻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参与后续任务自主
动机的削弱作用。具体而言，实验 6 为一项四阶段的被试间实验，采用单因素
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成就目标导向，因变量为干预前后的自主动机水平的差
值（第四阶段-第一阶段），胜任需要挫败和成就目标导向的操纵方式同实验 4。

chinaXiv:202112.00012v1

本研究预测，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会削弱自主动机，进一步加剧自主动机的自
然衰退，两组被试的自主动机的变化均是负向的，且掌握目标导向组自主动机
水平的降低幅度低于绩效目标导向组。具体而言，两组被试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均会减少，但与绩效目标导向组相比，成就目标导向组的 SPN 波幅和
d-FRN 波幅降低幅度更小（第四阶段-第一阶段）。

3.4 研究四：在管理实践中，考察胜任需要挫败干预策略的有效性
在研究三中，我们在受控的实验室情景中，分别研究和检验了组织层面和
个体层面干预策略的有效性。本研究模块就将通过一项现场实验，在企业实践
中考察干预策略的有效性。

本研究的目标单位是新生代知识型员工较多、员工工作压力较大、工作不
安全感较高的 IT 企业。通过对目标企业进行筛选，形成包含 5 个单位的初步列
表。对列表中的单位进行现场调研，初步了解目标企业中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感
知的胜任需要挫败的程度以及员工的自主动机水平。选取改进空间最大的一家
企业作为现场实验的单位，通过访谈了解各部门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感，选择
胜任需要挫败感相对较高的部门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部门员工分为实验组和
控制组。在员工自愿参与的基础上，首先调查员工的复原力、情绪稳定性、成
就目标导向等个人特质，以及过去三个月感知的胜任需要挫败感、自主动机水

平、工作自主性、发展性反馈和工作满意度等；随后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
门合作，针对实验组的员工开展有关成就目标导向的培训，引导其形成掌握目
标导向；其次，培训相关的主管，在工作时间、任务安排等方面增强实验组员
工的工作自主性；在实验组员工遭受胜任需要挫败时，及时提供发展性反馈。
实施干预措施 1 个月后，通过经典量表再次测量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发展性
反馈、工作自主性、成就目标导向、自主动机水平和工作满意度，检验实验组
和控制组在干预前后的变化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4 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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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现代企业对员工尤其是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他们经常因阻碍性工作压力、工作的不确定性、挑战性过高以及
负面反馈等遭受胜任需要挫败(Bartholomew et al., 2014; Ryan & Deci, 2017;
Trepanier et al., 2016)。由于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问题日益普遍，学者们围绕胜
任需要挫败的成因、消极影响、恢复机制以及个体差异等方面开展了初步的探
讨。例如，工作的不安全感、角色模糊、工作的挑战性过高等工作特征会导致
员工产生胜任需要挫败感，进而增加员工的工作倦怠，不幸福感以及偏差行为
等(Bartholomew et al., 2014; Bartholomew et al., 2011; Fatima et al., 2017; Gillet et
al., 2015; Van den Broeck et al., 2014)。个体遭受胜任需要挫败后，会努力在后续
任务中恢复胜任感(Ryan & Deci, 2017; Sheldon & Gunz, 2009)，在后续的任务中
更为关注胜任相关的刺激材料，且个体的绩效目标导向会阻碍胜任需要挫败的
恢 复 机 制 (Fang et al., 2019) ， 复 原 力 较 高 的个 体 更 渴 望 恢 复 自 身的 胜 任 感
(Waterschoot et al., 2019)等。在实际中，员工遭受胜任需要挫败后，有时会偃旗
息鼓、一蹶不振，但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后续的任务中更加主动，以再度
证明自己。然而，过往研究忽略了从动态的视角探讨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
自主动机的影响，以及较少研究关注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此外，现有的
研究主要采用自由选择法和自我报告法等事后测量的方法考察自主动机，存在
一定的偏差。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可实现实时监测大脑的认知加工活动，
从而可实现准确、客观测量个体参与任务时的自主动机水平。因此，综合运用
行为实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和现场实验的方法，考察（短期和长期的）胜任
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影响，研究如何降低胜任需要挫败的负面效应，

以及如何干预并引导更多的员工越挫越勇等兼具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研究聚焦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尝试从认知神经科学和行
为科学的视角揭开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参与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双刃剑效应
“黑箱”，并试图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寻求有效的干预策略，以引导更多的员工越
挫越勇，尽量避免一蹶不振，从而充分激发其自主工作动机。第一，基于动态
的视角，考察（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自主动机的跨期影响。第
二，基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建构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探讨发展性反
馈、自主性支持以及成就目标导向等干预策略的有效性。第三，在管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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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构建了四项子研究，展开了胜
任需要挫败的“双刃剑”效应及干预策略研究。

研究一首先考察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积极影响，认
为个体遭受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后，短期内是存在恢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过
程和动机，如果后续任务能满足其胜任需要，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动机会显
著增强。研究二考察持续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消极影响，认
为个体遭受持续的胜任需要挫败后，往往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胜任需要挫败，
如寻找需求的替代品，更加关注外在的短期目标等，进而会降低其参与后续任
务的自主动机。研究三关注胜任需要挫败的干预策略。通过 4 项 ERPs 实验，探
讨并检验个体遭受短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组织层面的发展性反馈和自主性支
持以及个体层面的成就目标导向等干预措施是否能增强其参与后续任务的自主
动机，引导其越挫越勇；探讨并检验员工遭受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后，通过实
施上述干预策略，是否能减轻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其参与后续任务自主动机
的削弱作用，避免其一蹶不振。研究四通过一项现场实验，在企业实践中考察
干预策略的有效性。拟选择改进空间较大的一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胜任
需要挫败感相对较高的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以部门为单位，随机将员工分为实
验组和控制组。针对实验组的员工，从成就目标导向的引导、提供发展性反馈
和增强工作的自主性等方面出发，进行为期 1 个月的干预，随后检验实验组和
控制组在干预前后的变化水平（胜任需要挫败、自主动机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等）

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建构胜任需要挫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干预策略模型（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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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延伸和拓展。

图 1 本研究理论建构
首先，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胜任需要挫败对当前任务的消极影响，鲜有探
讨胜任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的跨期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短暂的胜任
需要挫败对后续任务的积极影响，但缺乏从时间的维度综合考察胜任需要挫败
对后续任务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系统地探讨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个
体参与后续任务自主动机的“双刃剑”效应，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响应了
加强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挫败动态影响的呼吁 (Radel et al., 2014)，有效拓展和延
伸了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范畴和理论内涵。

其次，从自主动机的成因而言，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员工特征、自主性支
持环境以及工作特征等对自主动机的影响，较少关注前面任务的影响。本项目
考察了前面任务感知的（短期和长期的）胜任需要挫败对个体参与后续任务自
主动机的影响，契合了从跨任务视角探讨心理需要、任务投入、动机等的前沿
热点(Newton et al., 2020; Shin & Grant, 2019; Waterschoot et al., 2019) ，扩展了自
主动机的前因变量研究。

第三，从胜任需要挫败的研究内容来看，尽管以往研究注意到个体的特质
如复原力、自尊和情绪稳定性等因素对胜任需要挫败恢复程序的影响，但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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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组织层面的因素对个体胜任需要挫败恢复程序的影响。本研究综合组织和个
体层面，探讨并检验发展性反馈、自主性支持以及成就目标导向等因素对胜任
需要挫败恢复程序的影响，拓展了胜任需要挫败的研究范畴，也为基本心理需
要挫败的恢复机制研究提供新视角。

最后，本研究是管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交叉融合，通过认知神经科学指
标实时、客观地测度个体在参与任务过程中的自主动机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传统测量方法的不足，为自我报告和自由选择这两种传统测量方法提供
了有效的补充，响应了学界对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开展动机问题研究的呼
吁(Camerer, 2010; Ryan et al., 2018; Vansteenkiste et al., 2020)，并将激励问题的研
究从行为学层面深入到认知神经科学层面。
本研究成果对科学管理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问题具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首先，帮助企业管理者意识到员工有时会越挫越勇，有时会一蹶不
振，科学管理和干预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能提升其自主工作动机，有利于改善
企业绩效。其次，通过脑电实验和现场实验检验组织层面因素（发展性反馈和
自主性支持）以及个体层面因素（成就目标导向）等干预策略的有效性，为管
理者科学干预和管理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胜任需要挫败提供了有效的策略。再
者，对于员工个体而言，在经历短暂的胜任需要挫败后，要主动寻找并创造机
会在后续的任务中满足自身的胜任感，并注重培养自己的掌握目标导向，进而
帮助自己越挫越勇，尽量避免一蹶不振，从而提升自主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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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FANG Hui 1, FU Huijian 2, ZHANG Huijun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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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ence frustration refers to the feelings of inadequacy or failure. A
growing number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are experiencing shortterm or long-term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fter their experience of competence
frustration, what is going on the knowledge worker’s motivation in the subsequent task.
If the experience of competence frust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ubsequent work,
how can we reinforce it? If the experience of competence frustration makes negative
consequences, how can we avoid or restore it? Existing researches fails to clear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uncover the intertemporal effect of competence frustration on one’s autonomy
motivation by integra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e.g., behavioral experiment,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periment and field experimen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autonomous support from both the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changing one’s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will extend our knowledge on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nd autonomous motivation.
They will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managers to intervene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nd help employees to cope with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nd boost their autonomous
motivation.
Key words: neuromanagement, competence frustration, autonomy motivati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