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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职业成熟度、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择业焦虑的作用。 方法：以内蒙古自治区 5 所高校 1489 名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心理控制源的机遇和有势力他人

与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职业成熟度和心理控制源对择业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职业成熟度也可以通过机

遇和有势力他人间接预测择业焦虑。 结论：心理控制源的机遇和有势力他人因子在职业成熟度对择业焦虑的作用中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 职业成熟度； 心理控制源； 择业焦虑；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1-0099-03

The Impact of Career Maturity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of Undergraduate

ZHANG Yu-zhu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logy，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Hu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of career maturity(CM) and locus of control(LC) to vocational selec-
tion anxiety(VSA) of undergraduates. Methods: 1489 graduates from 5 universities of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participated in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M and VSA significantly, and posi-
tive correlation in relation of chance and powerful others to VSA significantly; CM and LC could predict VSA significantly.
CM could also predict VSA through chance and powerful others indirectly. Conclusion: Chance and powerful others
played a role of part-mediating variabl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CM to V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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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业焦虑是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时产生的一种

紧张、不安、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并引起相应的生

理和行为反应，是一种状态性焦虑。 张玉柱、陈中永

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择业焦虑主要来自就业竞争压

力、缺乏就业支持、对就业前景担忧、自信心不足四

个方面，并据此编制了大学生择业焦虑测量问卷 [1]，
通过跨地区的验证和比较研究，发现地区间的经济、
文化、 教育水平的差距可能是导致毕业生择业焦虑

差异的重要因素[2]。 也有研究认为，大学生的人格因

子[3]、适应性[4]与择业焦虑有显著相关。
职业成熟度是个体掌握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

应的相关信息， 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与其自身相适

宜的职业决策的一种心理准备程度， 是衡量个体职

业心理发展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Super[5]认
为，个体在各个年龄阶段都会有与职业相关的任务，
能否适当地完成其发展任务， 就决定了他的职业生

涯能否顺利地、充分地展开。他提出了一系列人生职

业发展课题，即人在生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

问题。 Crites 等人[6]的研究表明，职业成熟度水平能

够较好地预测个体的职业发展和行为。 国内相关研

究证实， 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职业成熟度既可以直接预测择业焦虑，还

可以通过应对方式、 认知评价间接地预测大学生的

择业焦虑水平[7]。
Rotter[8]提出心理控制源的概念，是指个体对事

件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内控），还是由外部力

量所控制（外控）的一种泛化预期。 Levenson[9]认为心

理控制源是对事件的后果是取决于自己还是依赖于

运气、机会或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一般信念，控制源不

是一个维度上的两极，而是包括内部控制，机遇控制

和有势力他人三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已有研究表明，
内控性与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外控性与焦虑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10]。 国内外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与

职业成熟度存在着显著相关[11，12]，职业成熟度高的个

体更倾向于内控[13，14]，内控性因子与大学生职业成熟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外控性（机遇、有势力他人）与大

学生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负相关[15]。
已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职业成熟度、 心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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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单独对择业焦虑的影响， 对二者与择业焦虑的共

同作用关系还没有作出解释。 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

职业成熟度和心理控制源对择业焦虑的共同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内蒙古自治区五所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随机取样， 发放问卷 16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48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 其中文科 594 人，理工科

653 人，艺术 242 人；大一 422 人，大二 363 人，大三

380 人，大四 324 人；男生 690 人，女生 799 人；汉族

741 人，蒙古族 718 人，其他民族 30 人。
1.2 工具

1.2.1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 采用张智勇等人 [13]

修订的韩国版的职业成熟度量表， 共 34 个项目，分

为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

赖和职业参照六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分数越高表

示职业成熟度越高。
1.2.2 心理控制源量表 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

人及机遇量 表（IPC）”，该量表由 Levenson[9]于 1981
年编制。 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介于 0.781－0.612。
1.2.3 择业焦虑问卷 使用张玉柱编制的大学生择

业焦虑问卷 [1]，共 26 个题目，分为 4 个维度，分别是

就业竞争压力、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对就业

前景担忧。
1.3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 SPSS13.0 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数据分析

采用了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心理控制源、职业成熟度、择业焦虑的描述统

计与相关分析

考察了择业焦虑总分与职业成熟度和心理控制

源各因子间的相关，结果见表 1。

表 1 择业焦虑、职业成熟度、心理控制源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职业成熟度、心理控制源对择业焦虑的回归

以择业焦虑为因变量， 分别以职业成熟度和心

理控制源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2 和表 3。

2.3 心理控制源在职业成熟度预测择业焦虑时的

中介作用检验

对 所 有 变 量 进 行 中 心 化 处 理 (即 减 去 样 本 均

值)，分 3 步建立 3 个回归方程：（1）y=cx+e1（y 为 择

业焦虑，x 为职业成熟度）；（2）m=ax+e2（m 为心理控

制 源 各 因 子）；（3）y=c′x+b1m1+b2m2+b3m3+e3（m1，m2，
m3 为心理控制源各因子）。 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职业成熟度对机遇、有势力他人的

回归系数显著，考虑中介作用后，职业成熟度对择业

焦虑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且机遇、有势力他人对择业

焦虑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说明机遇、有势力他人在职

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职业

成熟度对择业焦虑的总效应为 0.433，其中直接效应

为 0.290，间接效应分别为 0.058 和 0.084，间接效应

占总效应的 48.97%。 检验内控性的中介作用必须进

行 Sobel 检验，检验结果 Z 值小于 0.97（P>0.05），因

此，内控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 2 职业成熟度对择业焦虑的回归分析

表 3 心理控制源对择业焦虑的回归分析

表 4 心理控制源各因子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CM：职业成熟度，VSA：择业焦虑，I：内控性，C：机遇，P：有

势力他人

3 讨 论

3.1 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 职业成熟度总分与择业焦虑

总分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职业成熟度越低，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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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程度越高。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职业成熟度

各因子可以有效预测择业焦虑。 这与 Super、Crites
等人的理论以及国内谢文静 [7]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在大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如果已经达到较高的

职业准备状态， 则在处理各类择业问题时表现地较

积极，有较高的自信心，择业目标明确，对自己进行

正确评价，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较低，因而表现出较少

的焦虑，反之亦然。 同时，择业焦虑水平也可以反向

预测职业成熟度水平， 高择业焦虑水平也表明其较

低的职业成熟度。
3.2 心理控制源与择业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的机遇、有势力他人因

子与择业焦虑有显著的正相关， 机遇和有势力他人

对择业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与已有的研究

结论[10]是一致的。 外控的人将事件结果归于运气、机

会、命运、有势力的他人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
面对问题时，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改变事件的结果，
进而可能表现得更消极， 在择业过程中也存在同样

的作用关系。不同于以往研究结果的是，本研究中内

控性与择业焦虑的相关未达显著性水平， 虽然回归

分析中内控性对择业焦虑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
但影响也极其有限，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3 心理控制源在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关系中

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 职业成熟度既可以直接负向预测

择业焦虑， 也可以通过机遇和有势力他人间接预测

择业焦虑，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8.97%。 作为个性

特征之一的心理控制源对就业环境、 事件结果等起

到内部加工（归因）的作用，对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

虑的作用产生中介效应。控制源与个人的责任感、自

我效能感及掌握定向相联系， 外控性高的个体将事

件的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较低，
认为自己无法掌控未来，再努力也是徒劳的，进而听

天由命。同时，外控性高的个体缺乏对自我正确的评

估，职业目标模糊，对择业采取消极的态度，不愿对

就业做更多的努力和准备， 进而影响其择业的针对

性和准确率，在这种职业准备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就

会表现出更多的择业焦虑。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职业成熟度、 心理控制源与

择业焦虑的关系，结果发现，职业成熟度与择业焦虑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心理控制源的机遇和有势力他

人与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职业成熟度以及

心理控制源的各个因子均可以有效预测择业焦虑；

职业成熟度既可以直接负向预测择业焦虑， 也可以

通过机遇和有势力他人间接预测择业焦虑， 机遇和

有势力他人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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