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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学习倦怠与成人依恋的关系，尤其是依恋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的作用。 方法：方便取样对

316 名在校大学生采用关系问卷（RQ）和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进行测量。结果：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大学生学习倦怠

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文科生的学习倦怠总分及三个因子分均显著低于理科生（P＜0.05）；不同依恋类型个体在

情绪低落、成就感低、学习倦怠总分上差异显著(P＜0.01)；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学习倦怠与依恋自我模型显著

负相关（r=-0.214~-0.274，P＜0.01），与他人模型没有显著相关；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自我模型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预

测作用，可分别解释学习倦怠总分、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总方差的 7.5%、4.6%、5.7%和 5.7%（均 P＜0.001）。
结论：大学生学习倦怠与成人依恋关系密切，自我模型对大学生学习倦怠有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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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burnout and adult attachment in college stu-
dents, especially the role of the attachment self model and other model. Methods: Totally 316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
crui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o complete th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RQ)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showed that liberal arts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cience students(P＜0.05). ANOVA showed that the four adult attachment subtype students’ learn-
ing burnou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1).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arning burnout and self model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r=0.214~0.274, P＜0.01), a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learning burnout and
the other model.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lf model explained 7.5%, 4.6%, 5.7% and 5.7% of the to-
tal variance of total learning burnout, emotional exhaustion, improper behaviour and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re-
spectively (P＜0.001). 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arning burnout and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self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dicting learning burnou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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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倦怠（Learning burnout）指的是由于学习压

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

行为[1]。 与职业倦怠一样，学习倦怠也包括了三个因

子：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 [2]。 目前，关于大

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内部

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个人内部因素如专

业承诺 [2-5]、网络成瘾 [6]、自尊[7]、主观幸福感 [8]、健康坚

韧性[9]、人格[10]、积极心理资本 [11]、自我效能感 [12，13]等，
外部环境因素如压力[14]、社会支持[15]等。

依恋，指的是婴儿同照顾者（通常是指母亲）之

间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结。 Bowlby 认为，婴儿

期的依恋经历会内化为一种关于自我和他人的 “内

部活动模型”，并为个体之后的社会关系提供“原型”。

基于此，Bartholomew 等提出了成人依恋两种潜在的

维度———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 自我模型指的是个

体内化的一种关于 “自己是否是值得爱的、 有价值

的”的感觉程度，与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依赖经历有

关；他人模型则是指对“他人是否是可靠的，值得依

赖的” 的感觉程度， 与个体寻求或回避亲密关系有

关。 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代表了个体对自我价值和

他人可靠性的预期，均有正负之分，可组合成 4 种成

人依恋类型：安全型，具有积极的自我模型和他人模

型（低焦虑，低回避）；轻视型，具有积极的自我模型

和消极的他人模型（低焦虑，高回避）；倾注型，具有

消极的自我模型和积极的他人模型 （高焦虑， 低回

避）；恐惧型，具有消极的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高焦

虑，高回避）[16，17]。
本研究采用关系问卷（RQ）和大学生学习倦怠

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测量，以期考察大学生学习倦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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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依恋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随机发放问卷 350 份，获取有效

问卷 316 份，有效率为 90.29%。 其中男生 51 人，女

生 264 人，1 人性别资料缺失；文科生 122 人，理科

生 194 人；年龄 18-25 岁，平均 20.87±0.98 岁。
1.2 工具

1.2.1 关系问卷(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 [18，19]

包括 4 段短文， 分别描述依恋过程中的 4 种依恋类

型的原型， 要求被试对每个短文在 7 点量表上进行

评价，并在最后，要求在 4 种依恋类型中，确定哪一

种最符合被试的依恋情况。 被试最终 选择的这个

“最符合的类型”就作为 RQ 测得的依恋类型。 另外，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得分：自

我模型=（安全型+轻视型）-（倾注型+恐惧型）；他人

模型=（安全型+倾注型）-（轻视型+恐惧型）。
1.2.2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1] 该量表共包括 20 个

条目，三个分量表：情绪低落（8 个条目），行为不当

（6 个条目），成就感低（6 个条目）。

2 结 果

2.1 大学生学习倦怠基本情况及性别、专业差异

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不显著。见表 1。 文

科学生在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和学习倦怠

总分上均显著低于理科学生（P<0.05）。 见表 2。

表 1 大学生学习倦怠基本情况及性别差异分析（x±s）

表 2 大学生学习倦怠文、理科专业差异分析（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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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依恋类型学生学习倦怠差异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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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学生学习倦怠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2.2.1 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考察不同

依恋类型被试的学习倦怠差异。 结果显示， 在情绪

低落、成就感低和学习倦怠总分上，不同依恋类型间

得分差异显著（P<0.05）。 在行为不当维度上没有发

现显著差异。 见表 3。
2.2.2 相关分析 自我模型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及学习倦怠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他人模型与

学习倦怠没有显著相关。 见表 4。

表 4 学习倦怠与成人依恋的相关

注：**P＜0.01

2.2.3 回归分析 以学习倦怠总分为因变量， 以自

我模型和他人模型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只有自我模型进入回归方程，可以解释学习倦怠

7.5%的总方差。 同样地以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为自

变量，分别以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为因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自我模型分别可

以解释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 4.6%、5.7%
和 5.7%的总方差。

3 讨 论

关于大学生学习倦怠性别差异的研究， 目前众

说纷纭，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研究发现，在行为

不当维度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14]；有研究则发现，成

就感低维度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8]；而在情绪低落维

度上，有研究发现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11]，有研究又发

现女生显著高于男生[2]；还有研究发现在学习倦怠三

个维度和总分上，男生都要显著高于女生 [9，10]。 以上

众多研究大体趋势显示，在学习倦怠上，男生可能比

女生要高。这一趋势比较符合现实观察到的情况，男

大学生常常表现出更多的倦怠、沮丧、对学习缺乏兴

趣及逃课、不听课、迟到、早退、不交作业等行为，且

班级中成绩优异、综合表现较佳者往往是女生居多。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倦怠性别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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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和男女被试数量相差较大有关。 在今后的研

究中，还有待进一步确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倦怠文、理科专业

差异显著。 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其三个维度上， 文科

学生的得分均要显著低于理科学生， 这与前人研究

有一致的地方。 付立菲等的研究发现， 文科生在情

感耗竭（情绪低落）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理科生 [11]；
郭海琴等研究发现，在行为不当维度上，文科生要显

著低于理科生[10]。 且研究中提到，之所以文科专业学

生的学习倦怠低于理科专业学生， 可能与文科学生

学习压力小、学习时间多，靠突击就可以达到较好的

成绩，而理科生则面临专业枯燥、实验多、重理解，需

要平时积累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等有关 [10，11]。 本研

究文科被试主要涉及到英语和体育 专业方向的 学

生，理科专业主要涉及应用心理学、物理、化学、生物

技术等专业方向。 通过分析对比，可能确实存在这方

面的原因。
本研究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成人依恋类型

个体在情绪低落、成就感低和学习倦怠总分上差异

显著。 主要表现为安全型和轻视型个体的得分显著

低于倾注型和恐惧型， 轻视型与安全型依恋之间没

有显著差异， 倾注型和恐惧型依恋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且已知前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均有积极自

我模型，后两者则均具消极自我模型。 这提示，不同

依恋类型个体学习倦怠的差异可能主要与自我模型

有关。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大学生学习倦怠

与自我模型显著负相关，与他人模型没有显著相关。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 自我模型对学习倦

怠各维度及总分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他人模型对学

习倦怠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由此可见， 大学生学习

倦怠与成人依恋显著相关，依恋自我模型，即个体对

自我价值的预期， 与学习倦怠关系密切。 这与其他

研究者关于自尊、 积极心理资本和自我效能感等与

学习倦怠的研究结果相一致[7，8，11，12]。 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发现他人模型， 即个体对他人可靠性的预期

与学习倦怠无显著相关， 提示大学生学习倦怠可能

更多地是与“自己”有关，而与“他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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