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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生的拖延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采用一般拖延量表、自我控制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以及 SCL-90 的抑郁、焦虑两个因子对 312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拖延行为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15 岁年龄组的

拖延得分比其它年龄组的拖延得分高。 拖延与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与 SCL-90 的焦虑、抑郁因子呈

显著正相关。 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对中学生拖延行为具有显著反向预测作用。 结论：自我控制能力低是影响中学生

拖延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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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status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31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the General Self-efficiency Scale, the Self-con-
trol Scale and SCL-90’s depression, anxiety factors. Results: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was widespread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procrastination score of 15 years old was higher than other age sections. Procrastina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self-efficiency and self-contro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L-90’s depression/anxiety factors.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can be predicted by the score of Self-control Scale and self-efficiency. Conclusion: Low self-control was
the important factor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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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拖拉行为普遍存在， 中学生主要表

现为日常生活懒散和学习任务拖拉，如早上赖床、拖

到最后完成作业。Ferrari 认为拖延包含 4 个成分：①
延迟的行为表现；②会导致一种不合格的行为后果；
③此任务对于拖延者而言是重要的； ④会导致情绪

上的不适 [1]。 拖延行为涉及认知、情绪成分，长期拖

延最终会演变成一种渗透于个体生活各方面且习惯

化的行为，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对学业和身心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
Mckean 等人[2]对一组临床抑郁症被试的研究表

明抑郁和拖延之间没有关系；McCown 等人[3]研究发

现， 极度拖延者和极度守时者的焦虑得分都高。 班

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低自我效能感会降低个体

对成功的期望，妨碍任务的启动（即拖延）及坚持性。
低自我效能感个体自我评价低、工作效率低，易导致

负性情绪，产生拖延行为。国内外不少研究也表明自

我效能感与拖延呈显著负相关 [4-6]，且自我效能对拖

延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7，8]。 国内虽有不少学者把拖

延认为是自我控制不足的表现， 但少有研究从自我

控制方面对拖延进行研究。 Steel 认为拖延是一种常

见而有害的自我控制失败形式，其 Meta 分析结果表

明自我控制对拖延具有一致性预测作用[9]。Ferrari 关

于拖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自我控制对决策

拖延、 行为拖延以及总的拖延是唯一能进行最好预

测的因素， 并认为拖延是因为主体无法控制自己被

娱乐活动所吸引而产生， 是自我控制失败的一种表

现[10]。
国内关于拖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 在中

小学学生群体以及其它群体中的研究比较少； 研究

内容主要集中在学业拖延， 对日常生活中的拖延行

为关注较少。 本研究旨在对中学生一般拖延行为状

况进行调查，并探讨拖延和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等因

素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某县一所初级中学和一所高级中学的

312 名学生为被试，获得有效问卷 302 份，其中男生

为 150 人，女生 152 人；初一 67 人，初二 128 人，高

一 55 人，高二 52 人。 年龄最小为 11 岁，最大为 18
岁，平均年龄为 14.358±1.62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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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具

1.2.1 一般拖延量表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由 Lay 于 1986 年编制[11]，共 20 个项目。 此问

卷在我国大学生中有着良好的适用性[12]，本研究中，
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7，分半系数 0.808。
1.2.2 自我控制量表(SCS)中文版 [13] 由 Tangney 等

人编制， 谭树华 2008 年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修订，
共 19 个条目，分为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
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五个维度。 该量表应用于中学

生中， 其五因素结构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2/df =2.087，RMSEA =0.06，GFI =0.91，AGFI =0.887，
CFI=0.903。 问卷总体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04~0.849。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14] 共 10 个项目，
广泛用于大中学生群体，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4 SCL-90 选择 SCL-90 中的焦虑、抑郁两个

因子测查被试的情绪状态。
1.2.5 社会人口学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年级等。

2 结 果

2.1 中学生的拖延状况及特点

全体被试拖延量表平均 得分 50.189±9.705，男

生 50.973±9.645，女生 49.404±9.732，男女之间无显

著差异(t=1.411，P=0.159)；对不同年级学生的拖延得

分 进 行 比 较 ， 初 一 49.382±9.933， 初 二 49.221±
10.194，高一 52.291±9.679，高二 51.423±7.762，各年

级之间无显著差异（F=1.739，P=0.159）；对不同年龄

阶段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15 岁组拖延得分显著高于

12、13、14 岁组。

2.2 相关因素分析

控制年龄变量，偏相关结果见表 1。 中学生的拖

延得分与自我效能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与自我控

制呈显著负相关，与 SCL-90 的抑郁、焦虑两个分量

表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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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拖延与自我效能、自我控制和情绪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1.拖延总分，2.自我效能，3.冲动控制，4.健康习惯，5.专注工作，6.节制娱乐，7.抵制诱惑，8.自我控制总分，9.抑郁，10.焦虑。

2.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方差分析有意义的年龄因素，一般自我效能，
自我控制，SCL-90 的抑郁、 焦虑两个情绪因子作为

自变量，以拖延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2。

表 2 拖延得分的回归分析(n=302)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中学生的拖延得分在男女生、不同

年级之间不存在着显著差异； 在不同年龄之间有显

著差异， 以 15 岁为分界点，12 岁、13 岁、14 岁分别

与 15 岁之间有显著性的差异，15 岁之前的三个年

龄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15 岁、16 岁和 17 岁三个年

龄组之间也无显著性差异。 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先升

高后下降的趋势，升高幅度大于下降幅度。 11 岁到

15 岁的学生大多处于一个逆反时期。 这一时期，随

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家长和教师的强制、控制力量相

对于儿童时期有所减弱， 学生独立自主意识逐渐增

强但又不成熟， 这可能是拖延得分随年龄增长而升

高的主要原因。加之学业压力的增大，学生在学习生

活中易出现倦怠感，各方面积极性下降，也可能是拖

延得分升高的原因之一。之后，心理发展随着年龄的

增长越趋成熟，拖延得分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
拖延与自我控制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之间呈显著

负相关，自我控制能力低者表现出较多的拖延现象；
自我效能与拖延也呈显著负相关， 即自我效能感越

低，拖延水平越高，与以往研究一致 [4，6，15]。 逐步回归

分析发现，自我控制和一般自我效能进入回归模型，
表明两者对一般拖延有显著预测能力， 其联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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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了 0.414。就个别变量对一般拖延的解释量来

看，以自我控制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 40.5%，

一般自我效能的解释量为 0.9%。 自我控制的失败可

能是由于个体冲动性的特征所造成， 冲动性特质容

易受外界刺激所吸引，如短期娱乐活动，从而表现出

更多的拖延行为。 Dewitte 等人关于拖延与动机的研

究结果表明， 拖延者并非缺少行动动机或明确的个

人目标，与之相反，为了补偿自己行动失败的弱点他

们往往设置更多的计划和目标， 他们拖延行为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选择了更为有趣的活动 [16]。 外界诱惑

与分心刺激，使他们游离于个人既定目标之外，低估

甚至放弃长远而有价值的目标意向，行动迟滞推后。
可见， 拖延者之所以不能预期完成自己的个人目标

和任务，与冲动控制缺乏、注意力分散和不能抵制各

种诱惑紧密相关。 以往认为长期拖延会导致自我效

能感降低，容易引发个体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 [17]，
本研究也证明了拖延和情绪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抑

郁、焦虑情绪与拖延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18，19]。
本研究认为自我控制不足是拖延产生的主要原

因， 这对于中学生拖延行为的干预具有重要启示作

用。对拖延者进行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估，可以使我们

更好地了解到他们自我控制能力的特点， 有所针对

地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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