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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mergence mechanism of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strengths-based psychological climate.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engagement drawing on 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raversion drawing on positive-activities model.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314 employees of 
three enterprises in Hunan province and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strengths-based 
psychological climat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employee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s-based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 extravers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s-based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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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且基于创造力

成分理论引入了员工敬业度作为中介变量, 基于积极-活动模型引入了外向性人格特质作为

调节变量。研究以湖南省以及湖北省三家企业 314 名企业员工为数据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敬业度部分中介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 外向性人

格特质能够显著增强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敬业度之间的直接关系。 

1. 引言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需要具有创新性的员工维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1]，

员工的创新绩效是组织成功的重要资源之一[2]。因此, 对员工创新绩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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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多从个体层面以及组织层面变量对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尤其是组

织氛围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多从领导者或组织需求的视

角探讨组织氛围如创新氛围、建言氛围等，较少研究探讨基于员工需求（如支持员工优势使

用或优势开发）的组织氛围。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是员工对组织关于识别、使用、开发以及

欣赏他们优势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政策、实践活动、规程的感知[3]。目前国内外涉及该概念

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员工需求的组织氛围的角度，探讨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

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员工敬业度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外向性人格特质作

为调节变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创新绩效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是员工对组织优势干预的感知。已有研究表明，员工的感知会影响

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内在动机, 这种感知能够促进或者阻碍员工创造行为的发生[3]。具体而言，

内在工作动机水平较高的员工会产生一些工作任务范围外的积极行为(如创造力行为)来实现

自身或者其所处组织的目标[4]。当组织提供员工机会使用自己擅长的某一方面或者自身优势

的时候，员工感知到组织重视其优势的氛围，这种来自组织的支持使员工体验积极心理状态

从而激发个体回报组织的内工作动机[5]，进而提升员工的创新意愿以及实施创新行为等，从

而提高员工创新绩效。Van Woerkom 等[3]研究也表明，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能够显著提高员

工的创造力，工作绩效等。因此, 在组织中，员工感知到优势干预的程度越高, 会认为组织是

尊重与信任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从而有更强的内在工作动机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回

馈组织，进而产生更多的创造力行为提高自身创新绩效。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创新绩效呈现显着正向关系。 

2.2 员工敬业度的中介作用 

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领域技能、创造技能和工作动机是创造力产生的充要条件, 他们

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创造力的高低。工作动机主要负责发动和维持创造过程，对创造力产生作

用。工作动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对工作的基本态度, 一是个体对他从事该工作理由

的认知[6]。员工敬业度则是个体持续性的精神状态, 是个体在工作中投入的个人精力[7], 体现

了员工投入工作的一种积极的态度。此外, 员工敬业度还是企业员工对工作环境的认知以及

情感解释从而产生的行为表现[8]。因此, 本研究认为员工敬业度在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和创新

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首先,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有利于员工体验到积极情绪为员

工工作投入和积极的工作行为提供动力, 提高了员工敬业度[3]。其次, 员工敬业度可以提高员

工的首创精神，从而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进而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9]。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H2:员工敬业度在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外向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积极-活动模型认为, 个体可以通过积极有目的的干预活动（例如: 培养自身的优势等）

来提高自身的幸福感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态度，其中个体自身特征（如：人格特质）会对

活动的有效性产生影响[10]。具体而言，个体的人格特质影响了积极活动成功与否以及个体从

积极活动中收益的多少。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是员工对组织中优势干预的感知，优势干预作

为积极有目的性的积极心理学干预活动，能够对员工的积极情绪以及幸福感等产生影响, 员
工敬业度则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幸福感。已有研究表明拥有高外向性人格特质个体更能从积

极的干预活动中获得收益[11]。具有高外向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和学习目标导向正相关，高外向

性人格特质的个体拥有更加积极的情感和认知[11]。因此, 高外向性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容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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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组织的优势干预措施, 在情感上会表现出更加积极态度接受组织的优势干预, 在认知上

会更好的理解优势干预措施。因此，当组织提供优势识别、使用以及发展的机会时, 高外向

性人格特质的员工更能够积极投入其中，感知到组织支持并提高员工的积极认知，进而提升

员工敬业度。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 外向性人格特质正向调节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敬业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外

向性人格特质程度高时,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敬业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3. 数据和变量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了湖南省以及湖北省的三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 通过领导与员工配对的方式

发放问卷。问卷填答分为两个阶段，填答时间间距为一个月, 整个调查时间持续大约三个月。

其中第一阶段发放员工问卷 350 份, 第二阶段发放领导问卷 35 份, 最终获得的有效配对问卷

为 314 份, 总有效回收率 89.7%。其中员工问卷主要测量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员工敬业度以

及外向性人格特质。领导问卷主要测量直属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评价。 
根据问卷的调查结果, 本研究对各个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如下: 在员工样本

中, 就性别而言, 男性员工占总体员工的 43.3%, 女性员工占总体员工的 56.7%。就学历而言, 
专科以下者为 46 人(14.6%)、专科学历者为 75 人(23.9%)、大学本科学历者 139 人(44.67%)及
博士/硕士学历者 54 人(17. 2%)。就工作年资来看, 工作未满一年者为 9.6%、1~3 年者为 11.8%、

3~5 年者为 32.8%、5~7 年者为 22.6%、而工作 7 年以上者占 23.2%。就与领导共事时间来看, 
一年以下者为 54.1%、一年到两年者为 23.9%、两年到三年者为 19.4%、3 年以上者为 2.5%。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变量的测量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顶尖期刊频繁使用的量表, 并且使用“翻译-回译” 
的程序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采用 Likert 五点量尺计分法,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给予 1-5
分的分数。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采用 Woerkom 和 Meyers[3]所开发的量表, 由 12 个题目构成。例

题如: “我有机会了解我的才能是什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员工敬业度：采用 Schaufeli[12]所开发的量表, 由 9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 “我的工作充满

意义和价值”。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员工创新绩效：采用韩翼[13]开发的量表, 由 8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 “为了改善现有状况

提供新想法”。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 
外向性人格特质：采用 Saucier(1994)的量表, 由 8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 “大胆的(正向)”、

“羞怯的(反向)” 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控制变量:对于控制变量的测量主要包括本人口统计学的变量(性别、学历)以及领导-成员

共事的时间变量(工作年限以及与直属领导(下属)共事时间)。 

4. 研究结果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本研究中,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员工敬业度、员工创新绩效、外向性人格特质各变

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均大于0.5, 分别为0.57、0.57、0.70、0.55, 组合信度均大于0.7, 分别为

0.94、0.92、0.95、0.91。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均具有良好的汇聚效度和较高的内部一致

性, 有可靠的信度水平。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构念之间的区分效度, 用AMOS 23.0的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 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

到了可接受水平(χ
2 
/df = 1.68, NFI = 0.91, IFI = 0.29, TLI = 0.96, CFI = 0.97, RESEA = 0.05),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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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个主要构念之间是可区辨的,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b χ
2 
/df NFI IFI TLI CFI RMSE

A 
模型 1(四因子) A, B, C, D  1.72 0.94 0.96 0.95 0.96 0.05 

模型 2(三因子) A+B, C, D 3.42 0.81 0.85 0.84 0.85 0.09 

模型 3(二因子) A+B+C, D  4.07 0.77 0.81 0.81 0.81 0.10 

模型 4(单因子) A+B+C+D 4.96 0.72 0.76 0.74 0.76 0.11 

指标判定值  < 5 > 0.9 > 0.9 > 0.9 > 0.9 < 0.1 

注: N = 314; A, B, C, D 分别代表基于优势心理氛围、员工敬业度、外向性人格特质、员工创新绩效; “+” 代表前

后两个因子合并。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和员工敬

业度显着正相关(r = 0.52, p < 0.01), 与员工创新绩效显着正相关(r = 0.36, p < 0.01)。同时, 员
工敬业度与员工创新绩效显着正相关(r = 0.54, p < 0.01)。外向性人格特质显着正向影响员工

创新绩效(r = 0.22, p < 0.01)。这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基于优势心理氛围 3.40 0.94 (0.94)    
2. 员工敬业度 3.31 1.09 0.52** (0.94)   
3. 外向性人格特质 3.43 0.76 0.25** 0.22** (0.91)  
4. 员工创新绩效 3.37 1.13 0.36** 0.54** 0.22** (0.96) 

注: N = 314;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对角线括号中是各变项量表利用所有有效样本计算出来的信度

(Cronbach’s α); 双尾检验。 

4.3 假设检验结果 

各个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模型 1-4 中, 因变量是员工敬业度, 主要检验调

节效应(假设 3), 模型 5-7 中, 因变量是员工创新绩效, 主要检验主效应(假设 1)和中介效应(假
设 2)。由模型 6 可以看出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年资以及与领导共事时间为

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后,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显着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b = 0.36, p < 0.001)。因
此, 假设 1 成立。由模型 2 可以看出将性别、学历、工作年资以及与领导共事时间为控制变

量加入模型后,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和员工敬业度显着正相关(b = 0.51, p < 0.05)。 由模型 7
可以看出将自变量(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以及中介变量(员工敬业度)放入模型时, 员工敬业度

对员工创新绩效显着正向影响(b = 0.48, p < 0.001), 而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对员工创新绩效的

影响变小(b = 0.12, p < 0.05)。因此, 员工敬业度在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和员工创新绩效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 假设 2 成立。由模型 4 的结果可以看出, 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外向性人格特质

的交互项以及与开放性人格特质的交互项分别对员工敬业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b = 0.16, p < 
0.001; )。因此, 假设 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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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员工敬业度 员工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控制变项        
性别 -0.13 -0.06 -0.07 -0.07 -0.07 -0.02 0.01 
学历(专科) 0.04 0.03 0.01 0.04 -0.01 -0.03 -0.03 
学历(本科) 0.03 -0.03 -0.01 0.02 0.01 -0.01 0.01 
学历(硕士以上) 0.01 -0.02 -0.03 0.01 -0.08 -0.11 -0.10 
工作年资 -0.01 0.06 0.06 0.05 0.04 0.08 0.06 

领导共事 -0.15 -0.10 -0.10 -0.10 -0.16 -0.12 -0.07 
自变量   .     

基于优势心理氛围  0.51*** 0.48*** 0.46***  0.36*** 0.12* 

中介变量       0.48*** 

员工敬业度        

调节变量        

外向性人格特质   0.11** 0.12**    

基于优势心理氛围* 

外向性人格特质 

   0.16***    

R2 0.04 0.28 0.29 0.32 0.04 0.16 0.32 
△R2 0.04 0.24 0.25 0.03 0.04 0.12 0.28 

F 值 2.10 17.33*** 15.89*** 15.90*** 1.85 8.18*** 17.83*** 
△F 值 2.10 104.44*** 55.04*** 11.58*** 1.85 44.61*** 63.51*** 

    

注: N = 314;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双尾检验。 

 

图 1 外向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效果图 

5. 总结 

首先，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基于优

势的心理氛围是员工对组织优势干预的感知，能够使员工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 地位，使

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提升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进而提升员工创新意愿，决定与

实施创新行为等，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需改变以往认为只有

通过弥补员工的弱点才能使员工有更好绩效表现的传统思维，在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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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员工不同的优势所在，对于员工优势的发挥给予重点的奖励，这样才能充分激励员

工的工作内在动机从而产生积极主动的创新行为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 
其次，本研究证实了员工敬业度在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桥梁作用。企

业在日常人力资源管理中，应该注重提高员工敬业度。员工敬业度不仅能提升员工的创新绩

效， 还能提高组织的绩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主动行为等。管理者可以通过一系列优

势干预措施使员工感知到组织的支持与对员工的重视，营造良好的团队和组织氛围，从而提

高员工敬业度进而提升员工的创新绩效。 
最后，本研究证实了外向性人格特质能够正向调节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与员工敬业度之

间的关系。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具有高外向性人格特质的员工更加容易

感知到组织的优势干预，并且更加容易从中受益。因此，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实施优势干预措

施的时候，应该注重发掘具有高外向性人格特质的员工，实现人-活动的匹配，这样员工更容

易感知和接受组织的优势干预措施，从而能够更快的发现自身的优势和提升自身的优势从而

带来更优的创新绩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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