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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ａｎｅ 等[１]指出ꎬ失去控制的感觉对于人类来说

是最大的恐惧之一ꎻ拥有对自身生活的控制ꎬ并从中

获得个体控制感将其维持在一定的水平ꎬ是人类的最

强动机中的一种ꎮ Ｂｕｒｇｅｒ 等[２]将对生活的控制的动机

称之为“控制欲”(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认为控制欲是指

人们对生活中事件的控制欲望ꎮ
控制欲的概念区别于控制源( 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控

制感(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ꎮ 控制源理论强调的是个体会

把他们生活中的事物结果归结于自己本身内部因素

或者是各种外部因素ꎮ 当一个人习惯认为自己生活

中的各种结果都是由自身的行为来控制的ꎬ则属于内

控型个体ꎻ而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结果都

是因为外部的某些力量所控制时ꎬ则属于外控型个

体ꎮ 控制源概念可以用来评定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否

能够控制事件发展的结果ꎬ估计外部因素对自己生活

的影响程度ꎻ控制欲作为一种个体特有的自我鼓励特

征ꎬ与之相对应的自我鼓励行为可以让个体感觉到自

己有足够的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活[３] ꎬ评估个体对外部

环境中具体事物的掌控能够吸引个体本身的程度ꎮ
控制源概念反映的是个体价值观ꎬ而控制欲则主要说

明个体的动机水平ꎬ控制感是个体对自身和环境关系

状态的一种知觉和体验ꎮ
大学专科主要教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大批量既

具有大学知识又拥有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ꎮ 虽然

同属国家高等教育行列ꎬ但大专生的学历高于高中

生ꎬ低于本科生及研究生ꎬ面对就业竞争、人际交往以

及恋爱的情感困扰等压力ꎬ使得大专生更容易产生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ꎮ 本研究通过使用“控制欲中文

版修订量表”“总体控制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焦虑自

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对大专生进行测量ꎬ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ꎬ力图为大专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做出积

极的贡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ꎬ考虑个体控制欲和控

制感可能会受经济和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ꎬ从差别较

大的地区中分别选取较有代表性的 ２ 个省域(宁夏和

广东)ꎬ再分组整群抽取宁夏 ２ 所专科学院和广东顺

德 ２ 所专科学院共 １ ０００ 名大专生作为被调查对象ꎬ
共回收问卷 ９０６ 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８９２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４５％ꎮ 其中男生 ４３４ 名ꎬ女生 ４５８ 名ꎻ城市生源 ３７７
名ꎬ农村生源 ５１５ 名ꎻ独生子女 ２３６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６５６ 名ꎻ宁夏地区 ４６０ 名ꎬ广东地区 ４３２ 名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控制欲量表中文修订版 　 使用 Ｂｕｒｇｅｒ 等编制

的控制欲量表中文修订版(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ａｌｅꎬ
ＤＣ) [２]对大专生的控制欲进行测量ꎮ 量表共有 ４ 个维

度:一般事件控制、决断力、避免依赖以及其他控制

欲ꎬ共计 １６ 个题项ꎮ 中文修订版通过内部一致性信

度、结构效度的验证表明ꎬ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ꎬ适合测量中国大专生的控制欲ꎮ
１.２.２ 　 总体控制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采用王家鹤

２００７ 年所修订的中文版总体控制感量表[４] ꎮ 量表共

３ 道题目ꎬ５ 级评分ꎬ分值越高表明控制感越强ꎮ 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ꎮ
１. ２. ３ 　 焦虑自评量表 　 焦虑自评量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ｕ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ＡＳ)共包含 ２０ 个题项ꎬ量表按照 １ ~ ４
级评分ꎬ主要对各个项目所表达症状的出现频度进行

评定ꎬ此量表症状出现频率的评定时间范围是过去 １
周之内或现在正在发生[５] ꎮ
１.２.４　 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ＳＤＳ)总共包括 ２０ 个题项ꎬ每一个题项

描述了与抑郁相关的 １ 种症状ꎬ量表按照 １ ~ ４ 级评

分ꎬ主要对近期出现题项所描述的症状出现的时间频

度进行评定ꎬ抑郁程度指数范围为 ２５ ~ １００[５]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主要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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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大专生控制欲控制感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大专

生的控制欲和控制感之间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控制

欲、控制感均与抑郁及焦虑水平呈负相关ꎬ控制欲、控
制感水平越高的大专生抑郁和焦虑水平越低ꎮ 对大

专生控制欲各维度和焦虑、抑郁的关系进一步相关分

析发现ꎬ一般事件控制欲维度和焦虑、抑郁呈负相关

(Ｐ 值均< ０. ０１)ꎬ决断力、避免依赖只和抑郁呈负相

关ꎮ 见表 １ꎮ
进一步对数据结果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分别

以焦虑和抑郁为因变量ꎬ以控制感和控制欲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控制欲和控制感可以很好

地预测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ꎮ 见表 ２ꎮ 进一步以控制

欲的各维度为预测变量ꎬ分别以焦虑、抑郁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一般事件控制欲可以很好地

预测焦虑水平ꎬ一般事件控制欲和决断力可以很好地

的预测抑郁水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大专生控制欲控制感与焦虑抑郁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８９２)

项目 控制欲 控制感 一般事件控制欲 其他控制欲 决断力 避免依赖
焦虑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８∗∗ －０.２９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９
抑郁 －０.２７３∗∗ －０.０９２∗∗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６∗∗

　 注:∗∗Ｐ<０.０１ꎮ

表 ２　 大学生控制欲控制感对焦虑抑郁的多元回归分析(ｎ＝ ８９２)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ｔ 值 Ｒ２ 值 ΔＲ２ 值 Ｆ 值
焦虑 控制欲 －０.２１８ －４.９６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１５.８３８∗∗

控制感 －０.５９９ －２.８０８∗∗

抑郁 控制欲 －０.００３ －８.６１７∗∗ ０.２９１ ０.０８５ ４１.１７３∗∗

控制感 －０.００６ －３.１０３∗∗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２　 大专生控制偏差、焦虑与抑郁的关系　 鉴于控制

欲及其各维度和控制感对焦虑和抑郁的影响程度不

同ꎬ为进一步分析控制欲和控制感对焦虑、抑郁影响

的相互作用的实质ꎬ统计分析中借鉴沈烈容等[６] 的研

究ꎬ引入了控制偏差(控制感与控制欲标准分数的差

值)变量ꎬ考察控制偏差对焦虑、抑郁的作用ꎮ
将控制欲和控制感得分转化为标准分ꎬ然后用控

制感标准分减去控制欲标准分ꎬ得到控制偏差得分ꎬ
结果表明ꎬ控制偏差与焦虑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ｒ ＝
－０.０５１ꎬＰ>０.０５)ꎬ但与抑郁呈负相关( ｒ ＝ －０.１２７ꎬＰ<
０.０１)ꎮ进一步多元回归表明ꎬ控制偏差影响抑郁(Β ＝
－０.００７ꎬＦ ＝ ４４５. ４５８ꎬＰ < ０. ０１)ꎬ但不影响焦虑 (Β ＝
０.００６ꎬＰ>０.０５)ꎬ并且个体的焦虑和控制偏差共同对

抑郁产生影响ꎬ联合解释率达到了 ５０.１％ꎮ

表 ３　 大学生控制欲各维度对焦虑抑郁的回归分析(ｎ＝ ８９２)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ｔ 值 Ｒ２ 值 ΔＲ２ 值 Ｆ 值
焦虑　 一般事件控制欲 －０.６６９ －９.０３８∗∗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４ ８１.６２９∗∗

抑郁　 一般事件控制欲 －０.００９ －１２.２７５∗∗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１ ８０.１１９∗∗

决断力　 　 　 　 ０.００３ ２.１０３∗∗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调查发现ꎬ大专生人际控制欲、控制感之间相

关无统计学意义ꎮ 然而有研究却发现ꎬ个体控制外部

环境的欲望水平可以影响个体知觉到对控制外部环

境程度[７] ꎬ即控制欲对控制感有正向的影响[８] ꎮ 这种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与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测

量工具ꎬ也可能与不同的被试样本有关ꎬ具体结论尚

待进一步的研究ꎮ
研究发现ꎬ控制欲和控制感均与抑郁、焦虑呈负

相关ꎬ即控制欲越高ꎬ被试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就越低ꎻ
控制感水平越高ꎬ被试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就越低ꎮ
从控制欲来讲ꎬ被试对生活中事件的控制愿望越强

烈ꎬ则意味着个体负面情绪体验也就越多ꎬ健康感受

同时就会越低ꎮ 从控制感来讲ꎬ个体的控制感水平越

高ꎬ意味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体验也就更好ꎬ所感受到

的正面情绪越多ꎬ负面情绪也就越小ꎬ也与张军良[９]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１０] 探讨了在低控制力

的环境下ꎬ个体控制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ꎬ研究发现

两者呈负相关关系ꎮ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１１] 在研究社交恐惧

症的相关理论模型时发现ꎬ有相关模型提出个体所知

觉到的情绪控制的缺失ꎬ是导致和加重个体焦虑障碍

的重要因素ꎮ 由此表明ꎬ个体的焦虑、抑郁程度会随

着控制欲、控制感的水平不同而发生变化ꎬ即被试的

控制欲、控制感水平越高ꎬ焦虑和抑郁水平就越低ꎮ
本次研究结果还表明ꎬ控制欲与控制感之间相关

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是控制欲与控制感可以对焦虑、抑
郁起预测作用ꎮ 为进一步分析控制欲和控制感对大

专生焦虑、抑郁的影响ꎬ所以在统计分析中借鉴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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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相关研究ꎬ引入了控制偏差变量[６] ꎬ结果表明ꎬ控
制偏差与焦虑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但与抑郁呈负相

关ꎬ即控制偏差越大ꎬ个体的抑郁程度就越大ꎮ 进一

步多元回归表明ꎬ控制偏差和焦虑可以预测抑郁的变

化ꎮ 总之ꎬ控制欲、控制感同大专生的负面情绪相关ꎮ
在实际生活中ꎬ通过提升大专生控制感水平来使心理

健康整体状况得到改善ꎬ从而减少大专生受负面情绪

的影响ꎬ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意义ꎮ 为了使大专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得到改善ꎬ在对大专生的进行心理辅导时

不应该只是关注控制欲或控制感ꎬ应双管齐下ꎬ同时

对大专生的控制感和控制欲水平进行干预ꎮ
此次研究由于问卷调查法的局限性ꎬ不能对控制

欲、控制感对焦虑、抑郁的影响作出更有说服力的结

论ꎬ也无法验证控制欲和控制感偏差的具体方向对负

性情绪的影响作用ꎮ 因此ꎬ需要更进一步进行相关实

验研究ꎬ得出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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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因长期课业压力、课业负荷或

其他个人心理层面上的因素而产生的情绪耗竭、缺乏

人性化及个人成就感低落的现象[１] ꎮ 学习倦怠不仅

会干扰学生的学习活动[２] ꎬ导致学业成绩下降[３] ꎬ还
将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４] ꎮ 本研究针对这一现

状ꎬ在认真总结和吸收前人对学习倦怠综合干预效果

研究[５－７]的基础上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９—１１ 月采用心理保健

操训练与团体心理辅导相结合的干预方法ꎬ旨在缓解

或消除中学生的学习倦怠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ꎬ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石桥中学抽取初二年级 ４ 个班ꎻ在安徽省芜湖市某中

学抽取初二年级 ４ 个班ꎻ在安徽省宣城市某中学抽取

高二年级 ４ 个班ꎮ ３ 所学校共抽取 ６２９ 人ꎬ有效样本

５７０ 人ꎬ有效率为 ９３. ８％ꎬ平均年龄为(１４. ２５ ± １. ４７)
岁ꎮ 其中男生 ３４７ 名ꎬ女生 ２２３ 名ꎮ 将每所学校的 ４
个班分别随机分配到 ３ 个实验组和 １ 个对照组中ꎬ分
配后实验组 １ 为 １４３ 人ꎬ实验组 ２ 为 １４３ 人ꎬ实验组 ３
为 １５４ 人ꎬ对照组为 １５０ 人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学习倦怠量表　 采用胡俏等[８] 编制的“中学生

学习倦怠问卷”ꎬ共 ２１ 个项目ꎬ包括情绪耗竭、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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