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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适应是人生的两大基本任务[1]。高职学

习阶段是高职大学生人生发展的新阶段，从中学步

入到大学，每个大学新生面临的都是全新的环境，无

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无论是学习

方式还是人际交往，无论是个人的目标理想还是社

会的期望要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是个体

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以保持与环境协调一致

的一种心理品质。有学者认为，大学适应不是仅指

大学第一年，而是大学整个阶段的问题，它包括人际

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

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七个方面 [2]。诸多研究表

明，大学适应的好坏直接影响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

如有研究发现学生在大学里的适应对于学业表现有

显著的积极作用，适应好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学年末

取得更高的成绩 [3]，社会不适应性和抑郁都能预测

低的学业成绩[4]，这同时也说明，情绪对成绩具有一

定的预测作用。

学业情绪是德国 Pekrun于 2002年提出的一个

新概念,是指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与学生学业活动

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 [5]。近年来，学者们对学业情

绪的研究日渐深入，认为学业情绪既包括诸如焦虑、

厌烦、失望、羞愧等消极情绪，也包括放松、自豪、愉

快、希望等积极情绪。诸多研究表明学业情绪影响

学习活动和学习结果，但不同的学业情绪对学业成

绩的作用方向和机制是不同的，各位学者得出的研

究结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如有研究认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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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高唤醒外，其余学业情绪均对学业成就具有直

接影响 [6]，但也有研究认为消极情绪与成绩的关系

很不明确[7]。

事实上，与高职学生学业表现密切相关的还有

学习倦怠。学习倦怠是指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

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8]。由于

学习动机不明确、自我效能感偏低、学习基础较差等

原因，高职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倦怠。而所有研究均

一致认为学习倦怠对于学业成绩具有消极作用，学

习倦怠各维度及总分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9，10]。

本研究将某高职院校学业成绩不良生的大学适

应、一般学业情绪、学习倦怠三个方面与学业成绩优

秀生进行对照，并探讨适应、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三

者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研究对象来自湖南省某高职院校的大二学生。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2013年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成绩为准，选取各专业年级排名中前 5%和后 5%的

学生进行研究。共发放问卷 240份，回收有效问卷

211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7.92%。其中男生 50
人，女生161人；平均年龄为19.12±2.377岁；农村样

本 65人，城市样本 146人；学业成绩优秀生 120人，

学业成绩落后生91人。

1.2 测量工具

1.2.1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义等

编制，共有60个项目，分7个维度[2]。

1.2.2 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量表[11] 该量表由马惠

霞编制，共有 88个项目，分为焦虑、厌烦、放松、失

望、自豪、羞愧、愉快、希望、气愤和兴趣 10个维度。

问卷采用 5 点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说明体验到的

情绪水平越高。

1.2.3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该量表由连榕等人

于 2005年编制 [8]，包含有三个因子共 20个项目，即

情绪低落（8个项目）、行为不当（6个项目）和成就感

低（6个项目）。

2 结 果

2.1 两组学生大学适应、学业情绪、学习倦怠的比较

将高职学业成绩不良生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

表、一般学业情绪问卷、学习倦怠问卷各维度得分与

学业成绩优秀生进行对照，结果显示（见表 1）两组

学生在适应量表的学习适应及择业适应维度差异极

显著，在学业情绪的各维度均差异显著，在学习倦怠

各维度均差异极显著。

表1 学业成绩优秀生与学业成绩落后

生大学适应、学业情绪、学习倦怠比较

表2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α=0.05）

2.2 学习倦怠、大学适应、一般学业情绪对学业成

绩的预测

以学业成绩优秀与学业成绩不良为因变量，学

习倦怠各维度、大学适应各维度、一般学业情绪各维

度为自变量，对全体被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见表 2），情绪低落、学习适应、消极高唤醒

情绪、消极低唤醒情绪进入回归方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不良生与学业成绩优秀

生在大学适应中的学习适应与择业适应维度差异显

著，尤其以学习适应差异极显著。此研究结论与陈

秋梅等人的研究有差异，陈秋梅曾对初一新生的学

校适应状况及其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

学校适应的各个维度均与学业成绩显著相关[12]。而

林晖芸等人的研究也证实，学习成绩与各维度适应

状况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其中与学习适应的相关程

度最高[13]。陈梅等人曾试图建构环境适应、学习适

应、生活适应、人际适应、情感适应对学业成绩的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研究结论指出社会适应 5个预

变量
常数项
情绪低落
学习适应
消极高唤醒
消极低唤醒

B
-10.359

0.130
-0.129
-0.047
0.076

SE
3.512
0.053
0.045
0.020
0.025

χ2

8.699
6.058
8.302
5.664
9.122

P
0.003
0.014
0.004
0.017
0.003

OR
0.000
1.138
0.879
0.955
1.079

人际关系适应

学习适应

校园适应

择业适应

情绪适应

自我适应

满意度

消极高唤醒

积极高唤醒

消极低唤醒

积极低唤醒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学业成绩优秀
学生（n=120）
35.37±6.133
39.23±6.773
28.20±5.345
32.54±5.738
32.96±4.521
28.87±5.894
16.39±3.704
73.17±17.362
73.03±10.846
47.48±12.781
64.43±10.208
17.35±4.847
15.26±3.886
13.93±3.533

学业成绩不良
学生（n=91）
35.46±6.228
31.99±7.204
27.11±5.163
30.29±5.712
32.38±6.734
29.02±4.759
15.96±5.256
77.73±14.843
64.49±11.627
60.54±13.695
57.24±9.484
23.76±5.440
19.75±4.065
17.13±4.230

t
-0.111
7.477
1.489
2.834
0.739

-0.206
0.706

-2.009
5.490

-7.125
5.218

-9.021
-8.147
-5.979

P
0.912
0.000
0.138
0.005
0.461
0.837
0.481
0.04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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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变量中，以学习适应和人际适应两个自变量对学

业成绩因变量的影响最大[14]。值得肯定的一点是，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明确了学习适应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这点在本研究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也得到了验

证。

而关于学业情绪，本研究不仅仅从学业情绪的

四个维度对学业成绩不良生与学业成绩优秀生进行

了对比，而且从一般学业情绪的十种类型进行了两

组学生的对比。我们发现，两组学生四个维度的情

绪均差异显著，但从情绪类型来看，除羞愧情绪外，

其余九种情绪均差异显著。Turner通过对羞愧学业

情绪的研究表明[15]，对一部分学生，羞愧能使他们变

得对学习更加丧失信心，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和自我

效能，对另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会增加动机，并获

得更高的学业成绩，本研究结论支持其观点。从大

学适应、一般学业情绪、学习倦怠对学业成绩的Lo⁃
gistic回归分析来看，消极高唤醒与消极低唤醒均进

入到回归方程，说明消极学业情绪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预测学业成绩的高低，这与Lane的研究结论相悖
[7]。本研究同时表明，两组学生在学习倦怠各维度

均差异极显著，情绪低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

业成绩。

由此提示，高职院校应积极致力于学生的学习

适应教育，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专业学习讲

座、高职学习心理知识讲座、高年级成绩优秀生经验

介绍等促进高职学生尽快适应高职学习、学会自主

学习、学会有目标的学习，由学校的招生就业办和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对高职专业的就

业定位和个人的择业适应开展系列活动，对学生的

消极学习情绪予以正面疏导，这样能够有利于提高

高职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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