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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综述

任春华
(黄山学院教育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学习倦怠问题近年来已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有关大学生学习倦怠问题的系统研究综

述并不多见，鉴于以往研究情况，拟对大学生学习倦怠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全面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

来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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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高科技人才的后备军和主体力量，其综

合素质高低、学习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自身和祖

国未来的发展。“学会学习、终身学习”是提高大学生

综合素质，促使其成为高科技人才的必然要求。然而

国内多项有关大学生学习问题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

我国高校大学生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学习问

题．其中以“学习倦怠”问题最为突出。【啦秤犯研究者田德

旭指出：学习倦怠甚至厌学现象，不仅是阻碍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更是阻碍学生身心发展的一

个强有力的“杀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教

学质量的下降。

鉴于此，学习倦怠问题已日益引起广大教育工作

者和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也已经越来越

重视学习倦怠的研究。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目

前关于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倦怠

的概念、学习倦怠的结构与测量、学习倦怠的影响因

素以及学习倦怠的未来研究展望几个方面。

一、学习倦怠的概念研究

倦怠(Burnout)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临床心理

学专家弗鲁顿伯格(Her-Bert J．Freudenberger)研究职

业压力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个体由于长期的

工作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而产生的心理、生理上的疲

．惫，工作能力的下降，对工作、他人日渐冷漠，无工作

成就感等一系列的负面症状。1974年，Freudenberger

首次将职业倦怠(Job bum—out)作为一个术语，用来专

指助人行业中的个体在面对过度工作需求时，所产生

的身体和情绪的极度疲劳状态。

“学习倦怠”(Learning burnout)的概念引自于“职

业倦怠”的研究。倦怠是沮丧、疲乏、不满意、焦虑、抑

郁、冷漠、迷惑、无力、低自尊等消极的心理表现，由于

情境不同。职业活动情境中的倦怠与学习活动情境中

的倦怠有不同的特点。阳随着倦怠在工作领域中的

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提出了倦怠在学生学习领域的

研究，①他们认为，学习倦怠指的是因长期课业压力或

负荷而产生的精神损耗。对学校课业及活动的热情逐

渐消失，对同学态度冷淡和疏离的行为及成绩未如预

期的好而对学校课业呈负面态度的一种现象。[41S帕

关于学习倦怠的概念问题。台湾学者在译法上尚

存争议，学者张治遥、宋晓颖在学生的学习方面将

“burnout”翻译为“学习倦怠”．而杨惠贞等则认为以上

翻译无法将“burnout”的原始精神表达出来，而应该将

其翻译为“学习焦崩”。

我国学者对学习倦怠的概念理解主要有以下几

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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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娴将学习倦怠定义为：指学生由于学习压力

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心理和行

为，诸如感到厌倦、疲乏、沮丧和挫折以及产生一系列

不适当的逃避学习的行为等。这种状态称为学习倦

怠。

王晓丽认为学习倦怠的涵义。是指学生因为长期

的课业压力或负荷而产生精力耗损，对学校课业及活

动的热忱逐渐消失、对同学态度冷漠和疏离的行为及

成绩未如预期好而对学校课业持负面态度的一种现

象。

祝靖媛认为学习倦怠是个体在学校环境中，长期

处于压力状态下而出现的一种身心资源消耗过度、精

力衰竭的状态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与学习有关的逃

避行为。

李永鑫认为学习倦怠是学生由于长期的学业压

力或对学习缺乏兴趣而造成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

体及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都一致认

为课业压力或课业负荷以及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是

造成学习倦怠最主要的原因。

二、学习倦怠的结构及测量

目前。关于学习倦怠的结构及测量问题的研究大

多借鉴职业倦怠的研究成果。在职业倦怠研究中，

多使用Maslach的倦怠量表fMBl：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l分别测量倦怠的三个维度：情绪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

低成就感(1ack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t)o MBI—

HSS fMBI—Human Service Survey)是最早的倦怠量

表，主要用于测量以人为工作对象的从业者的倦怠情

况，如教师、医生、警察等。包括22个项目，其中情绪

耗竭9个项目，去个性化5个项目。另外8个项目用

于衡量成就感降低的现象。随后发展出针对教育工作

者的MBI—Form Ed(MBI—Educator Survey)．此量表根

据MBI改编而成，项目基本保持一致。只不过是以教

育机构为背景的，如将对象改为学生，地点改为学校

或教室。再后来发展出的一般倦怠量表MBI—Gener-
al Survey(MBI—gs)，适用于所有从业者的职业倦怠
测量。此量表只包括16题。是从原先的22个项目中

删除或修改“与服务对象”相关的项目，用“讥诮态度”

(Cynicism)替代“去个性化”维度加以修改而成的。以

上三种量表在倦怠研究中广泛应用，经证明其信效度

是令人满意的。

在学习倦怠的测量中，不同学者会采用不同版本

的MBI量表，并根据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修改。Gold
et a1．曾以师范生为对象，探讨他们在未来教学上的

倦怠现象，他们采用的是MBI—Form Ed，并对其中的

工作地点、对象及任务性质进行了修改，以符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此修订过的量表称为大学生量表(CSS：

College Student Survey)。郾台湾学者杨惠贞修改了
MBl一GS量表的地点、对象及工作性质来测量台湾高

校学生的学习倦怠，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更适合学

生，总量表和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都基本令

人满意。国内杨丽娴等人认为对所学专业的兴趣是大

学生学习倦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由此开发出适合我

国国情的三因素结构(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

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

三、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目前关于学习倦怠影响因素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人口学变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性别、年级、专业

和学业类型等几个因素上。在性别变量上，通常的研

究结论是，男生在成就感低维度上好于女生．但情绪

低落高于女生；在年级变量上，总体情况是，大一学生

的学习倦怠程度最低，随着年级的升高，由于课程设

置、教学要求、学习难度、抽象程度都大于低年级阶

段，故学生学习倦怠程度越来越严重，大四学生再加

上找工作的压力，学习倦怠现象更为突出；在专业变

量上，总的研究结论是，文、理科学生的学习倦怠总水

平高于医科和工科学生；鲫在学校类型变量上，其结

论是师范院校学生学习倦怠水平耍高于非师范生，重

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和各维

度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主观变量的影响

在主观变量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格特质、自

我效能感及控制源等方面。

关于人格特质对倦怠的影响，目前研究尚无定

论。Burke和Richardsen认为。近20年的研究并未发

现人格特质与倦怠存在显著相关。但Garden则认为。

具有特定人格特征的个体更倾向于出现高倦怠，更多

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支持Garden的观点；在学习倦怠

领域，宋晓颖考察了个体情绪稳定性与学习倦怠的关

系，发现情绪稳定程度不同的学生在学习倦怠上差异

显著，低分组的学生倦怠程度显著高于情绪稳定性高

的学生的倦怠水平。

关于自我效能感对倦怠的影响。国外大量研究都

证明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倦怠的产生具有重要的预测

作用；在学习倦怠领域，杨惠贞的研究结果显示，资讯

管理专业大专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与其自我效能感

成负相关：Ross等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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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相关。Yang等研究大

学生学习倦怠后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看作是学习倦

怠的前测变量。印∞

关于控制源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很多研究结果都

表明，控制源与倦怠之间呈显著相关。张治遥等的研

究显示，外控组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程度上要显著高

于内控组的大学生，内外控信念对学习倦怠程度的预

测力最高。

(--)客观变量的影响 ．

关于客观变量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情境特征

及社会支持两个因素上。

在情境特征上，Branko S1ivar认为主要有以下两

个因素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倦怠：

学习负荷。任务超负荷要求与倦怠有重要的关

系。很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任务量的大小、时间上的压

力与倦怠存在高相关；Jacob等考察了149名大学生

的倦怠情况，发现主观负荷可以预测高水平的倦怠；

我国的研究也表明：在学校期间。学业负担过重是导

致学生学习倦怠的重要原因。

缺乏控制。学生无法控制教师过度的教学。教师

很少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在问题解决时很少让学生

主动参与。在制定计划和决策时也没有让学生参与。

这些也会使学生产生倦怠。此外，学校对于学生取得

的好成绩奖赏不足，学校里缺乏适宜的人际关系(团

体破裂)以及教师对待学生缺乏公平性等，都可能导

致学生产生学习倦怠。

关于社会支持对倦怠的影响，总体上看，社会支

持与倦怠之间存在相关；嗍在学习倦怠领域，社会支
持的人数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能够有效预测大学生

在学习倦怠上的变量；Jacobs和Dodd考察了149名

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倦怠情况后，发现社会支持能够

预测低倦怠水平；Yang等考察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看作是学

习倦怠的前测变量。

四、学习倦怠的未来研究展望

我国关于“职业倦怠”和“学习倦怠”的研究起步

晚，研究的理论基础、内容及方法等大多借鉴国外的

经验，目前国内有关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上。综观其研究

情况，从中可以窥探出我国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未来研

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内容上，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

学习倦怠的概念、特征、结构模式、影响因素等问题的

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关注。同时，大学生学习倦怠

的干预研究将成为日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其二，在研究工具上，继续探索并编制出结构合

理、信效度高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为有效地诊断

及干预大学生的学习倦怠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工具

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将问卷法与实验法等多种

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以往研究局限于问卷法的局

面。

注释：

①Pines&Kafry，1980；Meier&Schmeck，1989；Gold et a1．1989；

Maslach&Leiter,1997；Brank，Shva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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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ademic，tiredness iS paid great attention by scholars across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systematic studies on college students7 academic tiredness are scarcely observed．In view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the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in detail，and then predicts

the coming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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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段陆生.王志军.李永鑫.Duan Lusheng.Wang Zhijun.Li Yongxin 大学生自尊与学习倦怠相关性分析 -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8,14(3)
    目的 探讨大学生自尊与学习倦怠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与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对30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评及相关分析.结果 男女

生自尊及学习倦怠量表情绪低落和成就感低维度评分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均<0.01),大学生不同自尊水平的学习倦怠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有极显著性差异

(P均<0.01).自尊与学习倦怠量表总分、情绪低落、情绪低落、成就感低维度分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自尊程度越高,学习倦怠的表现越不明显.学习倦怠的

成就感低和情绪低落两个维度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自尊(F＝50.52,P<0.01).结论 大学生自尊与学习倦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学习倦怠的成就感低和情绪

低落维度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自尊.

2.学位论文 陈燕 对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2007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已从规模扩张转移到了质量的提升上。探讨影响大学生学习的消极心理，对于改善大学生学习状况，提高

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当前我国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学习倦怠是大学生消极的学习心理的一个重要体现，本研究将

着重探讨：(1)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以帮助大学生加强对自我的认识和剖析。(2)找出影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因素，对高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倦怠(learning burnout)的概念来自于职业倦怠(job burnout)的研究。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是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的学习心理，指的

是在长期的学习环境中，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表现出来的情绪低沉、行为回避、成就感低的消极心理状态。近几年来，学习倦怠越来越受到

国内外心理学界学者的重视，但总体来说，对“学习倦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习倦怠研究则更少，并且现有的研

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借鉴职业倦怠来定义和研究学习倦怠的问题。当前对于学习倦怠的研究呈现出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协调的状况，有的仅是理论的思辩

缺少实证性的支持，有的仅是实证研究而理论性的依据不足。参考国内外文献资料，本研究在访谈和开放式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

的大学生学习倦怠的问卷和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问卷，将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调查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并找出引

起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将体现在：其一，选择“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二，针对“以往对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研

究，仅停留在预先设定的几个有限的影响因素上：或仅关注环境因素，或侧重于个体特征因素，缺少综合性”，本研究将通过文献查阅、开放式问卷、

访谈法等途径收集有关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各种信息，编制相应问卷，着重加强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通过把个体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

因素(学校、家庭、社会因素)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探讨他们对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效应的研究，以便能从各种主客观因素上综合

地研究这一问题：其三，自编“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与“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问卷”(其中，“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问卷"目前资料检索中尚

无人编制)。

    本研究结果，表明：

    (1)当前大学生中已出现相当比率的学习倦怠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大学生学习倦怠在被试性别、年级、科别、校别上都存在差异。

    (3)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是个体内在因素(个人及人际交往因素)与外在因素(学校、社会、家庭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影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因素按强度依次为个人及人际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

3.期刊论文 李永鑫.谭亚梅.Li Yongxin.Tan Yamei 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初步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8)
    目的 调查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方法 采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对35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 ①大学生轻度学习倦怠的检出率为23.5%,中度学习

倦怠的检出率为43.0%,高度学习倦怠的检出率7%;②性别对学习倦怠的人格解体维度有显著的影响;③学习倦怠对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健

康满意度及专业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倦怠问题比较严重,需要进一步探究以改善其学习心理状况.

4.期刊论文 张娜.ZHANG Na 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学习倦怠状况研究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2)
    运动训练专业具有其独特的专业特色,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也和其他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不同,所以对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研

究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的学

习倦怠情况比较严重;在性别变量上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无差异,但四个年级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存在差异.本研究不仅对完善学习倦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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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为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和改善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状况提供参考.

5.学位论文 孙静 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及其与专业承诺关系研究 2007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后，教师作为课改顺利推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再次引起高度重视。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将是未来基础教育

师资队伍中的主力军，也将是课程的“主人”。他们在课改实施中的角色、地位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本人在考察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研究中发

现，学生们的学习状态不容乐观，值得引起重视。

    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开始致力于学习倦怠的研究，但是国内关于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几近空白。由于专业特点的差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

生的学习倦怠有其自身特点，了解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以及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理论和实

践上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有所帮助。学习倦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分析和比较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后，选取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因素来探讨其对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对体育专业学习的承诺反映

了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愿意付出的努力和良好的行为表现等积极学习心理。通过研究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专业承诺与学习

倦怠的相互关系，分析专业承诺诸因子对学习倦怠的预测力大小，以期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本文采用连榕教授提供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和《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对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并辅以访谈方法进行深入分

析。对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予以录入和处理。基于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和专业承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各变量的差异检验以

及学习倦怠与专业承诺的相关分析，并且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专业承诺的不同维度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主要有：

    (1)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整体上存在一定的学习倦怠，其中行为不当最严重，其次是情绪低落和成就感低，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2)不同年级的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在学习倦怠、专业承诺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3)不同性别的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在学习倦怠各个因子上均无显著性差异，与以往关于普通大学生学习倦怠相关研究有所差异。

    (4)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倦怠与专业承诺之间有一定的负相关，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对学习倦怠预测力强，其中情感承诺对学习倦怠的

预测量最大。

6.期刊论文 廖红 论大学生学习倦怠、社会支持的状况及其关系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3)
    为了解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探讨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文章采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250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

果表明:大学生学习倦怠水平较高,其中,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更突出,在行为不当因子方面,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其中

,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关系显著;主观支持对学习倦怠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结论: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应引起重视.

7.期刊论文 王世嫘.WANG Shi-lei 高等师范类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 -校园心理2009,7(6)
    为了解当前高等师范类(高师)大学生学习心理状况,使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对814名不同性别、专业、年级和家庭所在地的高师大学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结果发现:高师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已接近中等水平,尤以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表现突出;性别、专业、年级对学习倦怠影响显著;家庭所在地对学习倦

怠无明显影响.因此,应建立高师大学生学习倦怠的防御机制,重视人口统计变量对其影响,从而减缓和干预学习倦怠的形成和发展.

8.学位论文 马勇 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及其与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2009
    学习倦怠是学生在学习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多指个体因不能有效地缓解学习压力或妥善地应付学习中的挫折所经历的身心疲惫的状态。学

习倦怠不但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造成学习质量的下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对大学生学习倦怠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帮助学生有效预

防学习倦怠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大学学习生活中，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本研究对现有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进行修订，运用修订后的量表对了天津市1299名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不同性别

、年级、专业、生源地大学生学习倦怠上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大学生学习倦怠与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状况不容乐观。中本研究被试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有学习倦怠，其余绝大多数学生处于有学习倦怠和无学习倦怠的中

间状态；

    2.在性别变量方面，男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3.在年级变量方面，一年级大学生学习倦怠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学生，四年级学习倦怠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大学生；

    4.在专业变量方面，理科专业大学生学习倦怠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大学生；

    5.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学习倦怠无显著差异，但城市生源大学生在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乡村生源大学生，在成就感低维度得分则

显著低于后者；

    6.大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

9.期刊论文 王敬欣.张阔.付立菲.Wang Jingxin.Zhang Kuo.Fu Lifei 大学生专业适应性、学习倦怠与学习策略的

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0,08(2)
    采用大学生专业适应性问卷、学习倦怠量表和学习策略问卷,对802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考察了大学生专业适应性、学习倦怠和学习策略的基本状况

,以及专业适应性、学习倦怠与学习策略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学习倦怠和学习策略整体情况良好,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缺乏有效

的学习策略,专业适应不良并表现出学习倦怠倾向;专业适应性对学习策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学习倦怠对学习策略有负向预测作用,并在专业适应性

和学习策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0.期刊论文 王玉锋.Wang Yu-feng 大学生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中国民康医学2009,21(4)
    目的:探讨大学生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为预防和学习倦怠心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抽取河南省三所高校四个年级的360名大学生,采用"大学生

学习倦怠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测量.结果: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心理,并且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结论:提高和增加大

学生的社会支持,可以预防和减轻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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