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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制造企业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的关系。 方法：采用工作倦怠、社会支持和

离职意向三个量表对 1354 名制造企业生产线员工进行调查。 结果：离职意向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呈显著正相关，

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工作倦怠因子间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倦怠在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间起着完全

中介作用。 结论：减轻生产线员工的工作倦怠、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减轻这一群体的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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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burnout, social suppor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workers
in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Methods: 1354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MBI-GS(Maslach Burnout Invento-
ry- General Survey),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Results: Turnover inten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cynicism,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social support factors; Social support factor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job burnout factors; Job burnout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Conclusion: Government’s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relieve the worker’s burnout
level and to improve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so as to relieve their turnover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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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进入了工业化高速发展

的时期， 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强项和出口的主要

支柱，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制造企业生产线

岗位具有重复、枯燥、人际交流缺乏等性质，员工常

出现工作倦怠症状。 工作倦怠是指个体在长期工作

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症，Maslach 等 [1]对其

进行了大量系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

三维度定义：情绪衰 竭 (Emotional Exhaustion)、玩 世

不恭(Cynicism)和成就感低落(Reduced Personal Ac-
complishment)。 工作倦怠直接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和生活质量， 也与个人业绩和企业绩效存在密切的

关系[2]。 目前，国内关于制造企业生产线员工的工作

倦怠研究极少，商涛[3]采用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MBI-
GS)对企业生产线员工进行调查，主要从人口统计学

角度进行差异检验；程刚[4]探析电子制造企业基层员

工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的结构关系， 并分析了工

作心理控制源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长期的工作倦怠将导致员工产生较强的离职意

向[1，5，6]，中国制造企业生产线工人大多为外来务工人

员，他们的社会支持相对缺乏，而社会支持缺乏是工

作倦怠的一个主要成因[7，8]。 本研究探讨制造企业生

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和离职意向的关系，为

制造企业管理层如何预防员工工作倦怠、 稳定员工

队伍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厦门市集美区工业园 33 家制造

企业，回收有效问卷 1935 份，其中生产线员工 1354
人，非生产线员工（主要为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管

理人员）581 人。
1.2 工具

1.2.1 工作倦怠量表 采用李超平与时勘[9]修订的工

作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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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y，简称 MBI-GS)，共 15 个项目，三个维度：情感衰

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 本次调查中，三个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0.81 和 0.82。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 (简称 SSRS)，共 10 个项目，包括客观

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因子，分数越高说

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
1.2.3 离职意向问卷 采用李永鑫等 [11]编制的离职

意向问 卷，共 3 个项目，如 “我最近 在考虑辞职 问

题”。 在本次调查中，离职意向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75。

2 结 果

2.1 生产线与非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离职意向的

差异比较

表 1 表明，生产线员工在工作倦怠三个因子中，
成就感低落分数最高，其次情绪衰竭，最后是玩世不

恭；与非生产线员工比较，生产线员工在情绪衰竭、

成就感低落和离职意向上得分均要显著更高。

表 1 生产线与非生产线员工工作

倦怠、离职意向上的差异比较

注： *P<0105，**P<0101，下同。

2.2 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在

性别和婚姻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 2 表明，男性员工在情绪衰竭、主观支持和支

持利用度方面得分要显著低于女性员工； 未婚员工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和离职意向得分要显著高于已

婚员工，而在社会支持三个因子上则要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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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产线员工社会支持、工作倦怠与离职意向相关

2.3 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和离职意向相关

表 3 表明，离职意向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呈显

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工

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
2.4 生产线员工离职意向对社会支持、工作倦怠的

回归分析

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方法， 首先将性别和婚姻二

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第一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目的是控制这两个变量对研究变量带来的影响，然

后将工作倦怠因子作为第二层变量引入方程，最后

引入社会支持因子，结果见表 4。
通过多层回归分析发现：在第一层中，婚姻对离

职意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即已婚比较未婚的

离职意向更轻；在第二层中，工作倦怠因子对离职意

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工作倦怠程度越高，离职意

向更强， 方程方差变异量解释率由 2%显著增加到

25%；第三层变量引入社会支持，成就感低落变得不

再显著，社会支持三个因子不显著，方程方差变异量

解释率没有变化。
2.5 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的

关系分析

多层回归结果表明工作倦怠的两个因子能正向

预测离职意向， 而社会支持对离职意向则无直接影

响，而众多文献表明社会支持能减轻工作倦怠程度，
因此， 可推论工作倦怠在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之间

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 采用 Lisrel8.7 结构方程验证

这一假设，结果见附图。
附图表明， 社会支持对离职意向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为－0.06，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生产

线员工的工作倦怠在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关系中起

表 2 生产线员工工作倦怠、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在性别、婚姻上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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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中介作用。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χ2＝156.72、χ2/
df＝6.53、RMSEA=0.068、GFI=0.97、AGFI=0.95、NFI=
0.95、IFI=0.96 和 CFI=0.96，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较

好。 另外， 成就感低落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 （P>
0.05），原因在于成就感低落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

的相关均不高，而后两者相关达到 0.59，国内外研究

均发现类似情形[12-15]。

表 4 生产线员工离职意向对社会

支持、工作倦怠的层次回归分析

附图 工作倦怠在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间的完全中介作用

3 讨 论

制造企业生产线员工的工作倦怠最严重的因子

是成就感低落，员工感觉工作不能体现自身价值。在

离职意向方面， 生产线员工要显著高于非生产线员

工，国外学者 Knight 等也发现中国务工的流动性数

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 [16]，中国的制造业生

产线员工大多属农民工群体， 由于缺乏职业指导和

就业培训，大多存在职业迷惘和定位不清的状况，工

作环境、工友关系、工作待遇等因素都可能成为他们

离职的原因。
在人口学变量方面， 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体现

在情绪衰竭因子上，女性得分要高于男性。 在生产线

上，男女员工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但女

性员工生理素质略逊于男性员工， 且女性具有敏感

性和细腻性的特质，长期的机械性劳动让女员工更易

表现出烦躁、易怒和紧张等情绪衰竭状态；已婚员工

有了家室，责任感更重，拥有的社会支持更多，负性

情绪易于宣泄，故在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两个因子上

的得分要比未婚员工更低。离职意向方面，未婚员工

要比已婚员工更强，已婚员工有了家庭，辞职牵涉到

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不会轻易辞职，而未婚

员工没有家庭负担，年龄更小，当工作不如意或有更

好的机会时，往往会产生离职意向。
Lee 和 Ashforth 在对工作倦怠的元分析研究中

指出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不同程度上与离职意向相

关[17]，本研究发现类似结果，回归分析表明玩世不恭

对离职意向正向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是情绪衰竭，
而成就感低落在方程中则不具显著性， 原因可能是

成就感缺乏可能是制造业生产线员工的普遍现状，
因此它并不能成为个体离职意向的预测变量。 结构

方程证明工作倦怠在社会支持与离职意向之间起着

完全的中介作用，尽管社会支持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

离职意向，但它可以通过工作倦怠来影响离职意向。

制造企业生产线员工的流动性大， 导致他们的社会

支持网并不牢固，因此，加强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非

常重要，有助于缓解员工工作倦怠，进而减轻他们的

的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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