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心理学研究方法  原书第7版
作者=（美）约翰·肖内西，尤金·泽克迈斯特，珍妮·泽克迈斯特著
页数=436
ISBN=1978-7-115-22326-5
出版社=北京市：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4
SS号=12627593
DX号=000006874652
did=n25
PdgPath=6461615E616A60959AA49C74737D6074737D62676061636031
31363132373031
RealLink=http://tta300.5read.com/300-09/diskCBL/CBL16/02/!
00001.pdg
Purl=http://image1.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5&pid=
88060493745A2411AFF60EF0D69C657747D9465F8FC20D3C30C0B6AE22
373AE233891DA662F5FC844CA37E4208EEC8D8D3058C6FD63CA2BDF136
45E4B56AC91B517A3AB0B0A1508E71A3F91DD45CCC8B7ABECBBAE2AEB9
08933C6FAD97B89F719FD8632E1382AB438262D838C02E7B18920E&jid
=/000001.jpg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一般问题
    第1章 绪论
        科学心理学
        科学的背景
        历史背景
        社会和文化背景
        道德背景
        像研究者一样思考
        评价媒体报道中的研究发现
        开始做研究
        小结
    第2章 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和日常方法
        一般方法
        观察
        报告
        概念
        仪器
        测量
        假设
        科学方法的目标
        描述
        预测
        解释
        应用
        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检验
        小结
    第3章 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引言
        研究前需要思考的伦理问题
        APA伦理标准
        注解
        风险收益比
        风险判定
        最小风险
        风险应对
        知情同意
        APA伦理标准
        注解
        心理学研究中的欺骗
        APA伦理标准
        注解
        事后解释
        APA伦理标准
        注解
        用动物做研究
        APA伦理标准
        注解
        心理学研究的报告
        APA伦理标准
        注解
        伦理决策的步骤
        小结
第二编 描述性方法
    第4章 观察法
        概述
        行为样本
        时间抽样
        情境抽样
        观察法的分类



        非干预观察
        干预观察
        参与性观察
        结构化观察
        现场实验法
        行为记录
        行为的定性记录
        行为的定量测量
        观察数据的分析
        数据简化
        观察者信度
        批判性思考观察研究
        观察者的影响
        观察者偏差
        小结
    第5章 调查研究
        概要
        调查研究的使用
        调查研究的特点
        调查研究中的抽样
        抽样的基本术语
        抽样方法
        调查方法
        邮寄调查法
        个人面谈法
        电话访谈法
        网络调查法
        调查研究的设计
        横断设计
        连续独立样本设计
        纵向设计
        问卷
        作为调查工具的问卷
        自陈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编制问卷
        关于调查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报告行为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问题
        相关与因果关系
        小结
    第6章 行为的隐蔽测量
        概述
        物理痕迹
        基本原理
        物理痕迹的类型
        问题与局限
        档案数据
        基本原理
        档案数据的类型
        内容分析
        问题与局限
        伦理问题与隐蔽测量
        小结
第三编 实验方法
    第7章 独立组设计
        概述
        心理学家为什么要做实验
        实验研究的逻辑
        随机组设计
        随机分配
        对内部效度的威胁
        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
        数据分析在实验中的作用
        描述结果
        确认结果所揭示的内容
        数据分析所不能告诉我们的



        确立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
        匹配组设计
        自然组设计
        小结
    第8章 重复测量设计
        概述
        研究者为什么使用重复测量设计
        练习效应在重复测量设计中的作用
        练习效应的定义
        在完全设计中平衡练习效应
        在不完全设计中平衡练习效应
        重复测量设计的数据分析
        描述结果
        确定结果所揭示的内容
        差异转换问题
        小结
    第9章 复合设计
        概述
        确定实验设计的指导原则
        描述复合设计中的实验效应
        2×2设计举例
        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描述交互作用
        复合设计的数据分析
        存在交互作用的数据分析
        不存在交互作用的数据分析
        解释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和理论检验
        交互作用与外部效度
        交互作用与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交互作用和自然组设计
        小结
第四编 应用研究
    第10章 个案研究法和单被试设计
        概述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的特点
        个案研究法的优点
        个案研究法的缺陷
        对个案研究证据的批判性思考
        单被试(小样本)实验设计
        单被试实验的主要特点
        具体的实验设计
        所有单被试设计共同的问题和局限性
        小结
    第11章 准实验设计和项目评估
        概述
        真实验
        真实验的特点
        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真实验的困难
        控制真实验的内部效度
        真实验也可能控制不到的问题
        准实验
        非等控制组设计
        非等控制组设计：兰格和罗丁的研究
        影响非等控制组设计内部效度的因素
        外部效度问题
        间断时间系列设计
        非等控制组的时间系列
        项目评估
        小结
第五编 分析和报告研究结果
    第12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Ⅰ)：描述数据，置信区间，相关
        概述
        呈现研究结论



        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分析
        例证：一个实验研究的数据分析：均数比较
        第一阶段：了解数据
        第二阶段：概括数据
        第三阶段：用置信区间来判断数据所反映的意义
        例证：一个相关研究的数据分析
        第一阶段：熟悉数据
        第二阶段：概括数据
        第三阶段：为相关构建一个置信区间
        小结
    第13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Ⅱ)：统计显著性检验与分析
        概述
        虚无假设显著性检验(NHST)
        实验敏感性和统计效力
        NHST：两个平均数的比较
        独立组设计
        重复测量设计
        统计显著性和理论及实际意义
        均数比较的建议
        均数比较的结果报告
        多重条件的数据分析
        单因素独立组方差分析
        三个以上独立组设计的效应大小计算
        独立组设计的统计效力估计
        多组实验设计的均数比较
        单因素独立组实验设计的结果报告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独立组设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含有交互作用的复合设计分析
        无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
        双因素独立组设计的效应大小计算
        复合设计分析中置信区间的作用
        双因素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
        复合设计的结果报告
        小结
    第14章 心理学的学术交流
        概述
        互联网与心理学研究
        研究报告的写作指导
        研究报告的结构
        标题页
        摘要
        引言
        方法
        结果
        讨论
        参考文献
        附录
        作者注释
        脚注
        文稿各页的排序
        口头报告
        研究计划
        研究报告写作范文
附录统计表
术语表
参考文献43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一般问题�
	第1章 绪论�
	科学心理学�
	科学的背景�
	历史背景�
	社会和文化背景�
	道德背景�
	像研究者一样思考�
	评价媒体报道中的研究发现�
	开始做研究�
	小结�

	第2章 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和日常方法�
	一般方法�
	观察�
	报告�
	概念�
	仪器�
	测量�
	假设�
	科学方法的目标�
	描述�
	预测�
	解释�
	应用�
	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检验�
	小结�

	第3章 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引言�
	研究前需要思考的伦理问题�
	APA伦理标准�
	注解�
	风险收益比�
	风险判定�
	最小风险�
	风险应对�
	知情同意�
	APA伦理标准�
	注解�
	心理学研究中的欺骗�
	APA伦理标准�
	注解�
	事后解释�
	APA伦理标准�
	注解�
	用动物做研究�
	APA伦理标准�
	注解�
	心理学研究的报告�
	APA伦理标准�
	注解�
	伦理决策的步骤�
	小结�


	第二编 描述性方法�
	第4章 观察法�
	概述�
	行为样本�
	时间抽样�
	情境抽样�
	观察法的分类�
	非干预观察�
	干预观察�
	参与性观察�
	结构化观察�
	现场实验法�
	行为记录�
	行为的定性记录�
	行为的定量测量�
	观察数据的分析�
	数据简化�
	观察者信度�
	批判性思考观察研究�
	观察者的影响�
	观察者偏差�
	小结�

	第5章 调查研究�
	概要�
	调查研究的使用�
	调查研究的特点�
	调查研究中的抽样�
	抽样的基本术语�
	抽样方法�
	调查方法�
	邮寄调查法�
	个人面谈法�
	电话访谈法�
	网络调查法�
	调查研究的设计�
	横断设计�
	连续独立样本设计�
	纵向设计�
	问卷�
	作为调查工具的问卷�
	自陈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编制问卷�
	关于调查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报告行为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问题�
	相关与因果关系�
	小结�

	第6章 行为的隐蔽测量�
	概述�
	物理痕迹�
	基本原理�
	物理痕迹的类型�
	问题与局限�
	档案数据�
	基本原理�
	档案数据的类型�
	内容分析�
	问题与局限�
	伦理问题与隐蔽测量�
	小结�


	第三编 实验方法�
	第7章 独立组设计�
	概述�
	心理学家为什么要做实验�
	实验研究的逻辑�
	随机组设计�
	随机分配�
	对内部效度的威胁�
	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
	数据分析在实验中的作用�
	描述结果�
	确认结果所揭示的内容�
	数据分析所不能告诉我们的�
	确立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
	匹配组设计�
	自然组设计�
	小结�

	第8章 重复测量设计�
	概述�
	研究者为什么使用重复测量设计�
	练习效应在重复测量设计中的作用�
	练习效应的定义�
	在完全设计中平衡练习效应�
	在不完全设计中平衡练习效应�
	重复测量设计的数据分析�
	描述结果�
	确定结果所揭示的内容�
	差异转换问题�
	小结�

	第9章 复合设计�
	概述�
	确定实验设计的指导原则�
	描述复合设计中的实验效应�
	2×2设计举例�
	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描述交互作用�
	复合设计的数据分析�
	存在交互作用的数据分析�
	不存在交互作用的数据分析�
	解释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和理论检验�
	交互作用与外部效度�
	交互作用与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交互作用和自然组设计�
	小结�


	第四编 应用研究�
	第10章 个案研究法和单被试设计�
	概述�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的特点�
	个案研究法的优点�
	个案研究法的缺陷�
	对个案研究证据的批判性思考�
	单被试(小样本)实验设计�
	单被试实验的主要特点�
	具体的实验设计�
	所有单被试设计共同的问题和局限性�
	小结�

	第11章 准实验设计和项目评估�
	概述�
	真实验�
	真实验的特点�
	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真实验的困难�
	控制真实验的内部效度�
	真实验也可能控制不到的问题�
	准实验�
	非等控制组设计�
	非等控制组设计：兰格和罗丁的研究�
	影响非等控制组设计内部效度的因素�
	外部效度问题�
	间断时间系列设计�
	非等控制组的时间系列�
	项目评估�
	小结�


	第五编 分析和报告研究结果�
	第12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Ⅰ)：描述数据，置信区间，相关�
	概述�
	呈现研究结论�
	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分析�
	例证：一个实验研究的数据分析：均数比较�
	第一阶段：了解数据�
	第二阶段：概括数据�
	第三阶段：用置信区间来判断数据所反映的意义�
	例证：一个相关研究的数据分析�
	第一阶段：熟悉数据�
	第二阶段：概括数据�
	第三阶段：为相关构建一个置信区间�
	小结�

	第13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Ⅱ)：统计显著性检验与分析�
	概述�
	虚无假设显著性检验(NHST)�
	实验敏感性和统计效力�
	NHST：两个平均数的比较�
	独立组设计�
	重复测量设计�
	统计显著性和理论及实际意义�
	均数比较的建议�
	均数比较的结果报告�
	多重条件的数据分析�
	单因素独立组方差分析�
	三个以上独立组设计的效应大小计算�
	独立组设计的统计效力估计�
	多组实验设计的均数比较�
	单因素独立组实验设计的结果报告�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独立组设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含有交互作用的复合设计分析�
	无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
	双因素独立组设计的效应大小计算�
	复合设计分析中置信区间的作用�
	双因素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
	复合设计的结果报告�
	小结�

	第14章 心理学的学术交流�
	概述�
	互联网与心理学研究�
	研究报告的写作指导�
	研究报告的结构�
	标题页�
	摘要�
	引言�
	方法�
	结果�
	讨论�
	参考文献�
	附录�
	作者注释�
	脚注�
	文稿各页的排序�
	口头报告�
	研究计划�
	研究报告写作范文�


	附录统计表�
	术语表�
	参考文献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