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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问卷。 方法：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并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

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的理论维度，并据此编制了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问卷；然后通过对 533 名大

学生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 532 名大学生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最终问卷。 结果：大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由背景差别

待遇、婚姻家庭制约、父母行为阻碍、学校教育不足、信息探索不足、性格缺陷与技能储备不足七个维度构成；问卷共

35 题，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结论：该问卷的因素结构清晰，信、效度较好，可

以作为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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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Perception Career Barriers Inventory for Chinese undergraduates.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the open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first defined the construct of undergraduates’ per-
ception of career barriers, and compiled a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undergraduates’ perception of career bar-
ri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533 undergraduates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of other 532 undergrad-
uates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Results: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35 items
and was composed of seven dimensions, which were discriminations of background, restric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barri-
ers of parents’ behavior, insufficiency of school education, insu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exploration, flaws of personality and
insufficiency of skills reserves. It had satisfying construct validity, criterion validity,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re-test re-
liability. Conclusion: The questionnaire is reliable and valid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to measure undergraduates’ percep-
tion of career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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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阻碍（career barriers）意指在个体内部或其

外在环境中使职业生涯进 程 发 生 困 难 的 事 件 或情

境[1]。 后来，Albert 与 Luzzo 认为 [2]，生涯阻碍实指个

体认为当前存在或将来可能遭遇的与职业相关的障

碍，而不必是基于现实背景或真实的信息，尽管这些

阻碍在现实中没有基础， 但它总是对个体的职业决

策过程有直接的影响。这一定义强调，生涯阻碍是个

体对其生涯发展有负面影响的因素的认知和评价，
这一评价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 这些因素可能是实

际存在的，也可能是个人夸大的，但这些因素对个体

的认知、情绪和决策行为产生了切切实实的影响 [3]。
实际上，现有的有关生涯阻碍的研究也多是从“个体

知觉”的角度进行探讨的，这是因为阻碍因素只有被

个体知觉到才有可能对其生涯发展产生影响， 若知

觉不到对其而言也就称不上“生涯阻碍”。 从这个意

义上讲，“生 涯 阻 碍 知 觉 ”这 一术语 相 较于“生涯阻

碍”可能更为合理。
关于生涯阻碍知觉与生涯发展的关系， 众多学

者认为， 生涯阻碍因素常是造成个体生涯发展不顺

的主要原因。Swanson 和 Tokar 认为[4]，个体若了解生

涯阻碍因素， 其生涯发展会比较顺利， 他们也指出

“阻碍”在解释个体生涯选择的过程中是一个相当重

要的变量。 这是因为个体的职业生涯选择常常依赖

于个体对生涯阻碍的个人评价和反应[5]，在职业生涯

选择的进程中阻碍因素会在情感、思想、行为上造成

影响[6]，生涯规划会随着个体对他们能否遇到或能否

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而变化， 即使个体有高水平的

自信和兴趣， 职业进入和职业前进中的阻碍因素仍

然会使个体改变他们的职业选择 [7]。 相关实证研究

证实，生 涯 阻 碍 因 素 高 ，则其生涯发展状况会比较

差[8，9]。 由此，我们认为高校的生涯辅导者若对大学

生的生涯阻碍知觉有深入的了解， 就可据此设计适

当的辅导策略以减低或消除大学生的生涯阻碍，进

而助其顺利实现生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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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中 国当代大学 生的生涯阻 碍知觉现

状，本文拟编制一份符合中国国情的针对大学生的

生涯阻碍知觉问卷。

1 对象与方法

1.1 初始问卷的编制过程

为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的

结构成份，首先运用自编的开放式调查问卷对 54 名

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

在于了解当前大学生主观知觉到的在现在和未来职

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阻碍因素， 问卷内

容如下：“请您根据实际情况， 列举出将阻碍您现在

及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因素。 ”然后，
对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内容分析， 提取有代表

性的词汇进行分类、汇总、排序，同时结合相关研究

文献确立了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的主要方面来自背

景差别待遇、婚姻家庭制约、父母行为阻碍、学校教

育不足、信息探索不足、性格缺陷与技能储备不足等

七个方面， 并据此编制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初始问

卷；再次，为了验证问卷结构的合理性，就问卷的七

因素结构咨询了 10 位教育心理学专家 （博士或教

授）的意见和建议，总体赞同度达到 90%；最后，为

了保证项目能够被受调查者准确无误的理解， 不出

现偏差，在预测之前，对问卷进行了小范围的试测和

访谈，并对有质量问题的项目（如不易理解、敏感等）
进行修改，修改后形成含有 60 个题项的正式测量问

卷，问卷采用 Likert5 点计分，请大学生就现在或将

来遭遇这些阻碍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选择，从“完全

不可能”到“完全可能”分别记为 1-5 分。
1.2 问卷的施测

1.2.1 被试 施测对象主要来自山东、安徽、广西、
江苏等地的 6 所高校的大学生， 共发放问卷 11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65 份。 其中，男生 533 人，女生

532 人；大一 520 人，大二 341 人，大三 181 人，大四

23 人（因数据调查时适逢大四学生外出实习）；来自

农村的 657 人， 城市的 408 人； 来自普通高校的有

547 人、高职院校的有 320 人，211 大学的有 198 人；
文科生 299 人，理工科 567 人，艺术类的 199 人。 基

于研究的需要， 将 1065 份有效问卷随机分成两半，
其中一半（A 组数据，n=533）用作项目分析和探索性

因素分析，另一半（B 组数据，n=532）用作验证性因

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
1.2.2 研究程序 以班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由各

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教师担任主试， 测试时间大约为

20 分钟。 四周后，对部分正式测验的大一、大二和大

三被试进行重测（共 111 名，其 中男生 44 人，女 生

67 人；大一 46 人，大二 38 人，大三 27 人）。 所有数

据资料采用 SPSS16.0 和 AMOS 7.0 进行处理。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结果， 所编 60 个题项的决断值

（CR），即高分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均达到显

著水平（P<0.001），且各题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处

于 0.33-0.65 之间，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斜交旋转法（Direct Oblim-
in）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 依据以下标准确定因素

项目：①特征值大于 1；②碎石检验准则中碎石图出

现明显的陡坡；③项目的负荷值大于 0.35，并只在一

个因子上；④项目的共同度大于 0.20；⑤一个因子至

少有 3 个以上的题目， 且因子内部条目内容一致性

较高。经多次旋转，最后确定 7 个因素，共 35 个项目

的问卷。 其中，7 个因素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55.55％，

各题项的因素负荷及共同度见表 1。 根据因素分析

的结果， 参照理论构想以及题项内涵将抽取出的 7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父母行为阻碍、背景差别待遇、信

息探索不足、技能储备不足、婚姻家庭制约、学校教

育不足、性格缺陷。

表 1 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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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卷的信度检验

采用 B 组数据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 信度检

验，结果见表 2。
2.4 问卷的效度检验

2.4.1 结构效度 采 用 B 组数据考 察各因子之 间

以及各因子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 3。另外，
采用 B 组数据， 运用 AMOS 7.0 对得到的生涯阻碍

知觉七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
χ2/df=2.38， NNFI=0.87， CFI=0.88， IFI=0.88， NFI=
0.81，RMSEA=0.05。
2.4.2 效标效度 以往诸多研究证实， 生涯阻碍常

是造成个体生涯发展不顺的主要原因。在此，选用吴

淑琬依据 Savickas 的观点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

问卷来考察所编问卷的效标效度[10]。 由表 4 可知，大

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及其诸因子与生涯适应力及其

诸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表 2 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问卷的信度

表 3 生涯阻碍知觉及其诸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3 讨 论

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问卷包括 7 个因子： 背景

差别待遇、学校教育不足、父母行为阻碍、婚姻家庭

制约、信息探索不足、专业储备不足和性格缺陷。 上

述 7 个因子基本上涵盖了目前生涯阻碍建构研究所

涵盖的三大分类，即个人背景因素、个人心理因素和

社会人际因素，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问卷在内容上的

完整性。 不过，就现实而言，要想囊括所有影响大学

生生涯发展的因素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生涯阻碍

知觉会因人、 因时而异， 故必会有一些因素有所遗

漏，因此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补充和完善。
在问卷的信效度上，结果显示，该问卷各因子及

总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系数及重测信度均在 0.70 以

上，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 另外，问卷各因子之间

以及各因子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均合乎心理测量学

的要求，且经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因此，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此外，大学生的

生涯阻碍知觉及其诸因子与生涯适应力及其诸因子

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这就表明所编制的生涯

阻碍知觉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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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下同。

表 4 大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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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I 和 IV 等位基因携带者相比，V 等位基因 纯合

子者 AD 发病风险增加了 1.67 倍，认为在非 ApoE4
等位基因携带者，CETP-I405V 基因多态性 V 等位

基因纯合子可能通过影响中枢胆固醇代谢途径，增

加 AD 发 病 风 险 。 国 内 陈 大 伟 对 CETP-TaqIB 和

ApoE 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后认为，无论是总样本还

是进行 ApoE 分型，AD 组和对照组中 TaqIB 基因型

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无统计学差异[9]。 在本研究中，
AD 组与对照组 CETP-TaqIB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

布频率比较也无显著性差异。 分析其原因：CETP 基

因多态性较复杂，TaqIB 基因位点可能与其他位点

存在连锁不平衡，共同影响 AD 发生及发展；本研究

样本量偏小， 调查人群年龄偏大。 尚需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 应将 CETP 基因其他多态位点及与血脂相

关的其他基因纳入研究对象。
Sanders 等[6]对 CETP-I405V 基因多态性与记忆

功能下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 1994-2009 年对

593 名 70 岁以上非痴呆老年人跟踪调查其情景记忆、
注意力、精神运动速度等认知功能，并检测其 I405V
基因型。 结果显示与 I 等位基因纯合子者比较，V 等

位基因携带者记忆力下降速度明显 缓慢，AD 患病

风险亦明显下降。 在本研究中， 对病例组患者和对

照 组 均 进 行 认 知 功 能 测 定 包 括 MMSE、WMS 和

WCST 评分， 并同时比较 TaqIB 三种基因型个体间

记忆功能差异。 发现 B2 等位基因携带者个体长时

记忆评分显著高于 B1B1 纯合子个体， 说明 CETP-
TaqIB 基因中 B2 等位基因与老年人长时记忆功能

差异有关。 但在短时记忆如定向、视觉再认、理解记

忆、背数等差异不显著，提示 CETP-TaqIB 基因多态

性与老年人短时记忆功能无明显关系。 这可能是参

与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脑区不完全相同所致。
Swanberg 等发现约 60%的 AD 患者具有执行功

能障碍，神经生物学及神经影像学研究证实，额叶是

AD 患者最易受累的脑区之一[10]。 分析 CETP-TaqIB
不同基因型间个体执行功能是否存在差异， 发现本

组 老 年 人 中， 与 B2 等 位 基 因 携 带 者 相 比， 虽 然

B1B1 纯合子个体 WCST 测验中完成分类数较多、持

续性反应数少， 但两者差异无明显， 提 示 CETP-
TaqIB 基因多态性对老年人执行功能可能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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