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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转系生的主观因素（归因方式、动机）和客观因素（转系决策支持度、专业跨度）对转系适应（专业

适应、班级归属）的影响。 方法：应用专业适应性、班级归属感量表对北京师范大学 19 个院系专业的 102 名转系生进

行测查。 结果：①转系生在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上整体情况良好；②归因方式为内归因的转系生在专业适应性

和班级归属感上显著好于外归因的，且转系得到他人支持时专业适应性更好；③归因方式、转系动机中的个人兴趣、

一时冲动两个维度、以及转系决策支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转系生适应性。 结论：转系生转系后适应良好，归因

方式、转系动机对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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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daptation and its affected factors of undergraduates who have changed majors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Methods: Totally, 102 participants from 19 majors finished USAQ (undergraduates’ special-
ty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and PSSI-CR(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Chinese revised). Results: ①
Majority of major-changed undergraduates adapted well in both major studying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new
class; ②Participants who attributed to internal causes and got more support from others had better scores in USAQ and
PSSI-CR; ③Attribution and support from others could partly predict the adaptation of major-changed undergraduates, and
motivation in interest was correlated to new major adaptation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Most of the major-changed under-
graduates adapted well. Attribution and major-changed motivation could predict the adaptation and class attribution adap-
tation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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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发现， 高校转系生虽然整体适应状况

良好，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如方乐等人研究表明，
转系生的孤独感和抑郁状况与非转系生相比并无显

著差异 [1]，而崔乐等人研究发现，转系生学业成绩突

出者较少，大多数人成绩中等，并且转系后在科研活

动、社会活动方面两极分化明显[2]。 与大学生学校适

应情况相同 [3]，转系生在进入新专业后，也主要面临

专业适应和人际关系适应两个方面的问题。 专业适

应性是指大学生在基本能力素质和个性特征的基础

上，通过与所学专业及专业环境相互作用，主动调整

自己的专业认识和学习行为， 达到自身在专业上和

谐发展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4]。 李飞和杨坤将学校归

属感定义为学生感觉到自己是班级或学校中重要的

一员、被他人接受、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及与他人成为

一个整体的一种情感 [5]。 在大学阶段，学生与院系、
班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专业转换会影响到其

在本专业或者本班级的归属感。

转系意味着新环境的适应、问题的解决、困难的

克服， 而这一系列行为的效果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

响。从主观因素方面来看，个人兴趣、专业热门、就业

前景、家长动员、一时冲动、学科成绩和教师水平等

不同内容的动机都可能会对转系生新专业适应性产

生影响。而客观因素方面，专业变动则需要转系生在

转入新专业后根据新专业的特点做出学习习惯和生

活方式上的调整。胡斌等人认为，由文科转理工科的

学生，由于不具备相关的基础，面对新的科目陌生、
恐慌，学习困难，容易造成丧失学习动力，失去信心 [6]。
原专业和现专业的专业跨度大小不同， 转系生需要

做出的调整程度也有所差异。因此，学科跨度对转系

生的专业适应性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社会支持作

为个体对其人际关系密切程度及质量的一种认知评

价，是人们适应各种人际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

支持反应了个体经历被爱、 有价值感和他人所需要

的一种信息， 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促进人类发展的

力量或因素。转系作为重大生活决策，学生在做出决

定的过程中往往会向周围人寻求信息与支持， 在转

系后遇到困难时也会向周围人寻求帮助，重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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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研究认为转系决策支持度对于转系生的适

应情况也有所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 用 方 便 抽 样 方 法 选 取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本 科

2008、2009 级转系生共计 102 名， 其中男生 33 人，
女生 69 人，调查专业涵盖化学、金融学、教育学等

19 个专业大类，其中，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转系生

最多，各有 29 人，法学与资源工程科学两个专业转

系生最少，分别有 2 人。
1.2 测量工具

1.2.1 专业适应性量表 采用唐文清编制的专业适

应性量表 （University students adaptability question-
naire，USAQ）[3]，该量表共有 38 个题项，分为专业承

诺、专业学习动力、专业学习行为、专业应对和专业

自我效能五个维度，采用从 1“完全不适应”到 4 “完

全适应”的四点评分方式。
1．2．2 班级归属感量表 来自学校归属感量表(Psy-
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Chinese
revised，PSSM-CR)[4]，该量表共有 18 个题项，采用从

1“非常不同意”到 4“非常同意”四点评分。
1．2．3 归因量表 采用中文修订版 Lefoout 多维度

一一多归因因果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Multiat-
tributional Causality Scale，MMCS)[7]，共有 48 个题项，
采用 1“非常不同意”到 4“非常同意”四点评分方式，

包括能力、努力、情境与运气四个维度，其中能力和

努力属于内控性维度，情境与运气属于外控性维度。
总分为内控性总得分减去外控性总得分，分数越高，
内控性越高。
1．2．4 转系动机 采用自编问卷，共计 8 个题项，分

别考察个人兴趣、专业热门、就业前景、家长动员、一

时冲动、学科成绩/教师水平和其他因素八个方面的

动机水平和总动机水平。采用 0“没有动机”到 10“动

机非常强烈”的十一点计分。
1．2．5 决策支持度与专业跨度 采用自编问卷，决策

支持度包括来自父母、老师、朋友、同学的支持度和

总支持度 5 项题目。 专业跨度为一个题项，从 1“跨

度非常小”到 4“跨度非常大”四点评分。

2 结 果

2.1 转系生整体适应状况及各因素描述性结果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转系

生的专业适应性分数整体上分布较为集中， 大多分

布 在 平 均 数 115.25 左 右 ，4 点 量 表 平 均 每 题 得 分

3.03，处于较为积极的情况，分数围绕平均值左右浮

动，27 百分位点下的有 28 人，73 百分位点以上的有

30 人。 转系生班级归属感分数分布也比较集中，分

数集中在 51 左右，4 点量表平均每题得分 3.64，处

于稍偏积极状态，27 百分位点下的有 26 人，73 百分

位点以上的有 25 人。

表 1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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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因素对专业适应性与班级归属感的差异性检验

注：*P<0.05，**P<0.01，下同。

2.2 转系生适应情况差异性分析

根据数据特征，选出归因方式和转系动机的 27
百分位点和 73 百分位点，通过 t 检验分析内、外归

因方式，高、低动机在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上的

差异；同时，将决策支持度 1、2 划分为低支持度，得

分为 4、5 的划分为高支持度； 专业跨度得分为 1、2
的划分为跨度小，得分为 3、4 的划分为跨度大，然后

进行 t 检验。 结果表明内、外归因方式在专业适应性

上有显著差异，t(1)=2.34，P<0.05，内归因同学专业适

应性得分显著高于外归因同学；在班级归属感上，存

在显著差异，t(1)=2.08，P<0.05，内归因同学班级归属

感得分更高； 决策支持度为支持与反对的在专业适

应性上存在显著差异，t(1)=3.13，P<0.05，支持的得分

专业适应性得分更高；而转系动机的高、低和专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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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上均无显著差异，决

策支持度为支持和反对的在班级归属感上也没有显

著差异。 具体见表 2。
2.3 转系生适应状况相关分析

将主、 客观因素同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进

行相关研究分析，结果见表 3。
2.4 转系生适应状况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所得结果， 将影响专业适应性和

班级归属感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归因

方式和转系动机中的一时冲动、 个人兴趣都对专业

适应性有一定的预测。校正后决定系数 R2=0.276。归

因方式和转系动机-一时冲动对班级归属感有显著

预测作用。 校正后决定系数为 R2=0.342。

表 3 转系影响因素与班级归属感和专业适应性的相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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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的影响因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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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首先，与前人研究一致，转系生的整体适应情况

良好[1，2]。 研究结果显示，转系生的专业适应性和班

级归属感分数整体较高，表明转系生适应情况普遍

良好。 通过对转系生适应情况的差异性分析发现，
归因方式倾向于内归因的个体在专业适 应性和班

级归属感上得分都显著高于外归因的个体，表明其

能够更好地适应转系后的环境；转系决策得到支持

的转系生，在转系后的专业适应性显著高于没有得

到支持的转系生。 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归因

方式、转系动机中的个人兴趣、一时冲动两个维度能

够很好的预测转系后的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
维纳的归因理论表明，内归因者更易克服困难取得

成功。 崔岳[2]也有研究发现：88.2％的转系生认同在

与现专业同学交往中，个人的能力、性格、努力很重

要。 因此，研究者认为，当转系生倾向于将在新环境

中遇到的问题归因为个人努力、能力等内在可控因

素时，能更好的适应新环境。同时，在转系动机方面，
差异性分析表明，转系动机总得分高低，并未对转系

生适应情况有显著影响，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在调查中，不同维度的动机水平对转系生适应性影

响差异较大。 进一步相关和回归分析显示：“个人兴

趣”对转系生适应性有正向预测能力；但“一时冲动”

则与转系生的专业适应性和班级归属感呈高度负相

关。 之前的研究者认为，兴趣、好奇心、自我实现、自

尊心等心理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化为推动学

习的内在动机，具有较大的动力，维持时间也较长[8]。
因而，当转系生以个人兴趣为主要动机时，对其适应

转系后新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而以“一时冲动”为转

系动机的同学， 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转

系后出现的学习上和生活中的障碍， 在转系后更容

易出现适应性问题。 另外，研究者发现，在转系时得

到他人支持的转系生， 在新专业的适应情况要优于

没有得到支持的转系生。研究者分析认为，在转系生

做出转系决定时， 他人站在客观立场上能够一定程

度的预测转系生在新专业的适应状况，并且，在转系

后，他人的支持能够为转系生提供一定的心理支持，

帮助转系生更好的实现专业过度。最后，值得一提的

是，与研究者假设不同，专业跨度的大小对转系生适

应性并不存在预测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客观因素，

以归因方式、 转系动机为代表的主观因素对转系生

的适应性更具有预测效果。这很可能是由于，即便从

客观上来看， 转系跨度有大有小， 他人支持态度不

一，但一旦进入新的环境，转系生所面对的都是一个
（下转第 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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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 第 19 天时结果与第 9 天相似，控制组毛囊周

期仍领先于模型组。 此结果说明慢性束缚应激导致

了毛囊生长期的整体延迟，既静止期延长，参照 Ao-
ki 等人的研究结果，提示慢性束缚应激具有与足底

电击相同的抑制毛囊生长的作用。 本实验中观察束

缚应激可影响脱毛后第 1 个生长周期， 而足底电击

只对脱毛后第 2 个生长周期有作用 [3]，故毛囊对束

缚刺激更加敏感。
慢性束缚应 激可以造成 动物的抑郁 和焦虑状

态，与足底点击法相比心理和情绪应激成分更为突

出而躯体应激成分相对较小， 可以较好的模拟人类

慢性焦虑情绪和抑郁状态[13]。 动物血清皮质醇水平

显著升高，提示动物处于应激状态，行为学评估结果

显示在开场实验初始 3min 内束缚组动物运动距离

明显下降，提示其处于抑郁状态，证明了本次实验的

动物模型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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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因而其关注点集中在新的学习和生活，而

非原专业对现在的影响。 只要转系生能够从主观上

积极接纳新专业， 合理认识在新环境中所面临的问

题，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不管

在新专业的学习方面还是新班集体融入方面， 将都

能够实现良好适应。 与此同时，对于客观因素，比如

本研究中的转系决策支持度， 是否会通过影响主观

因素来影响转系生的适应性， 或者是否存在其他客

观因素来影响和预测转系生的适应情况， 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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