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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国内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ꎬ分析潜在变量ꎬ为减轻学业拖延提供一定依据ꎮ 方

法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ＥＢＳＣＯꎬＰｒｏＱｕｅｓｔ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国内外数据库ꎬ以中国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收集建库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关于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ꎬ中文检索词包括学业拖延、学习拖延、学业延迟、学习延迟、 时

间管理ꎬ英文检索词包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ｌａｙꎬ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采用 ＣＭＡ ２.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计算总体

效应值( ｒ 值)及其 ９５％可信区间(９５％ＣＩ)ꎮ 结果　 共 ５４ 篇文献(包含 ５４ 个独立研究ꎬ２４ ０７５ 名学生)纳入研究ꎬ学业拖延

与时间管理倾向相关系数及 ９５％ＣＩ 为－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３２)ꎬ呈中等程度负相关ꎻ学段及性别对两者关系有调节作用(Ｑ 值

分别为 １７.０５ꎬ７.０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ꎮ 结论　 中国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密切ꎬ两者关

系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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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拖延指学生故意推迟完成原本计划好的、没
有必要推迟的学业任务的行为ꎬ并导致实际结果与预

期目标相差较大以及产生不良情绪[１] ꎮ 国外研究发

现 ７０％的大学生存在学业拖延ꎬ国内研究数据为 ８０％
以上[２－３] ꎮ 学业拖延不仅降低学习效率ꎬ还会导致焦

虑及抑郁等不良情绪ꎬ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伤害[４] ꎮ
学业拖延发生原因中ꎬ时间管理是认同度最高的一

项[５] ꎮ 时间管理倾向是指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上所

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ꎬ是个体支配和掌握时间

的一种人格倾向ꎬ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

效能感 ３ 个维度[６] ꎮ 本文对国内学生学业拖延与时

间管理倾向关系的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并探讨影响两

者关系的调节变量ꎬ为减轻学业拖延提供一定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Ｓｐｒｉｎｇ￣
ｅｒꎬＥＢＳＣＯꎬＰｒｏＱｕｅｓｔ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国内外数

据库ꎬ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ꎮ
１.２　 文献纳入、排除标准及变量编码　 纳入标准:(１)
报告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及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排除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及其他方法计算所

２０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０



得数据ꎻ(２)研究对象是国内学生ꎻ(３)数据完整ꎮ 排

除标准:(１)有生理、心理疾病的学生ꎻ(２)重复发表的

研究ꎻ ( ３) 特殊时期进行的研究ꎬ如 “ 非典”、地震

时期ꎮ
编码标准:(１)每个独立研究编码 １ 次ꎻ(２)若只

报告了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学业拖延的相关系数ꎬ
则取各维度的平均数ꎻ(３)调节变量分析中对每个影

响因素重新编码ꎮ
１.３　 资料提取　 由 ２ 名作者按以上编码标准分别独

立提取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发表年份等)及相关系数

ｒ 值ꎬ２ 次编码的归类一致性为 ９６％ꎬ不同之处再次核

对给予解决ꎮ
１.４　 统计方法　 用 ＣＭＡ ２.０ 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将

相关系数 ｒ 值作为效应值ꎬ将 ｒ 值转化为 Ｆｉｓｈｅｒ Ｚ 分

数ꎬ再转换回相关系数ꎮ 运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 Ｑ 检验异质性ꎬ
Ｑ 值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１)表明异质性有统计学意

义ꎻ同时用 Ｉ２ 值评价异质性大小ꎬＩ２ 值越大ꎬ表明异质

性越强 ( Ｉ２≤２５％、Ｉ２≥７５％分别表示低异质性和高异

质性)ꎮ 存在异质性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

析[７] ꎬ并用 Ｔａｕ２ 分配研究的权重[８] ꎬ用于解释亚组间

差异导致的异质性ꎬ同时用亚组分析及 Ｍｅｔａ 回归检验

调节变量ꎮ 用漏斗图、失安全系数等方法检验发表

偏倚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及纳入情况 　 文献检索过程见图 １ꎮ
纳入中文文献 ５４ 篇ꎬ发表时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ꎬ其中普

通期刊论文 １７ 篇ꎬ核心期刊论文 ４ 篇ꎬ学位论文 ３３
篇ꎬ共报告 ５４ 个独立研究ꎬ样本共 ２４ ０７５ 人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Ｑ ＝ １ ２１６.２６ꎬＰ<
０.０１ꎬＩ２ ＝ ９５.６４％ꎬ文献间异质性具有统计学意义ꎬ且
为高度异质性ꎮ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ꎬ同时进行调节

效应分析ꎮ

２.３　 主效应检验　 两者相关的总体效应值为－０.３７ꎬ
９５％ＣＩ ＝ －０.４２ ~ －０.３２ꎬ不包括 ０ꎬ说明两者之间关系

稳定ꎬ属于中等程度相关[７] ꎮ 见图 ２ꎮ

图 ２　 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

２.４　 不同学段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

的关系　 由表 １ 可见ꎬ除研究生时间价值感维度外ꎬ均
呈负相关ꎮ 同时ꎬ除研究生外其余各学段学生中不同

维度之间总体效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 值分别

为 １８.３６ꎬ９.４９ꎬ１９.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结果均显示ꎬ学业

拖延与时间监控观的相关最高ꎬ时间效能感次之ꎬ时
间价值感最低ꎮ

表 １　 不同学段学生学业拖延与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学段
时间管

理倾向

研究

数量
ｒ 值( ｒ 值 ９５％ＣＩ)

双尾检

验 Ｚ 值
中学 时间价值感 １６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１８) ∗∗ －６.９５∗∗

(ｎ ＝ ７ ０４４) 时间监控观 １６ －０.４７( －０.５６~ －０.３７) ∗∗ －７.９３∗∗

时间效能感 １６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３５) ∗∗ －９.２９∗∗

专科 时间价值感 ９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１５) ∗∗ －４.８７∗∗

(ｎ ＝ ３ ５１７) 时间监控观 ９ －０.４７( －０.５８~ －０.３３) ∗∗ －６.２７∗∗

时间效能感 ９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３０) ∗∗ －６.７８∗∗

本科 时间价值感 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２) ∗∗ －８.０５∗∗

(ｎ ＝ ７ ０５０) 时间监控观 １７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２３) ∗∗ －９.１６∗∗

时间效能感 １７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２１) ∗∗ －９.１９∗∗

研究生 时间价值感 ８ －０.１９( －０.４１~ ０.０５) －１.５６
(ｎ ＝ ４ ６０３) 时间监控观 ８ －０.３１( －０.４８~ －０.１１) ∗∗ －３.０５∗∗

时间效能感 ８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１０) ∗∗ －２.６７∗∗

　 注: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ꎬ专科生包括中职生和高职生ꎻ∗∗Ｐ
<０.０１ꎮ

２.５　 学段的调节效应　 亚组分析显示各学段学生中

异质性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且为高异质

性ꎮ 不同学段学生两者关系均呈负相关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ꎻ且不同学段学生总体效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Ｑ＝ １７.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中学生最高ꎬ本科生最低ꎮ 见

表 ２ꎮ
２.６　 性别的调节效应　 性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见图 ３ꎮ 调节的加权线性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１５ ( Ｐ <
０.０１)ꎬＱ＝ ７.０２(Ｐ<０.０１)ꎬ表明性别对两者关系存在

正向调节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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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段对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学段 研究数量 样本量 Ｑ 值 Ｉ２ / ％ ｒ 值( ｒ 值 ９５％ＣＩ) 双尾检验 Ｚ 值
中学 １７ ７ ６０９ ３６５.８７∗∗ ９５.６５ －０.４７( －０.５５ ~ －０.３８) ∗∗ －９.０３∗∗

专科 ９ ３ ５１７ １５５.７８∗∗ ９４.８７ －０.４６( －０.５７ ~ －０.３４) ∗∗ －６.５６∗∗

本科 １９ ７ ７７２ １２８.８０∗∗ ８６.０３ －０.２７( －０.３３ ~ －０.２１) ∗∗ －９.００∗∗

研究生 ８ ４ ６０３ ２８４.５６∗∗ ９７.５４ －０.２９( －０.４６ ~ －０.１０) ∗∗ －２.９３∗∗

　 注:∗∗Ｐ<０.０１ꎮ

图 ３　 性别对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的调节效应

２.７　 发表偏倚检验　 文献的效应值均匀对称分布在

平均效应值附近ꎬ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很小ꎮ
见图 ４ꎮ 失安全系数(Ｎｆｓ)为 ８ ３４０ꎬ达到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８]

的标准(Ｎｆｓ<５Ｋ＋１０ꎬ则表明发表偏倚较严重ꎬＫ 表示

纳入研究数量)ꎮ 此外 Ｂｅｇｇ ＆ Ｍａｃｕｍｄａｒ 秩相关检验

发现ꎬＺ ＝ ０.０１(Ｐ>０.０５)ꎬＥｇｇｅｒ 回归系数检验显示ꎬｔ ＝
０.５３(Ｐ>０.０５)ꎬ均表明不存在发表偏倚ꎮ

图 ４　 文献发表偏倚情况

３　 讨论

３.１　 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及各维度的关系　 本

研究表明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呈中等程度负相

关ꎬ与相关综述结果一致[１９－２０] ꎬ通过合并以往研究数

据更全面、科学地验证了两者关系ꎮ 时间管理能力较

强的学生有较强的时间观念ꎬ对行为把控较好ꎬ能按

时完成任务ꎮ 研究还显示ꎬ除研究生外其余各学段学

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监控观的相关高于时间效能感和

时间价值感ꎮ 时间监控观指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

观念和能力ꎬ表现为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
结果检查等ꎬ侧重时间管理的行为层面ꎮ 而时间价值

感是对时间重要性的认知ꎬ是时间管理的基础ꎬ更偏

向于情感层面ꎬ只认识到时间的价值是不够的ꎬ只有

将时间管理落实到一系列监控活动中才可能按时达

成目标ꎮ 而时间效能感高的个体有更强的信心驾驭

时间ꎬ会更好地执行外部监控活动ꎬ减少学业拖延ꎮ
３.２　 学段对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关系的调节效

应　 本研究表明ꎬ不同学段学生的效应值有统计学意

义ꎬ中学生最高ꎬ专科生次之ꎬ且两者都呈高相关ꎻ本
科生最低ꎬ研究生稍高于本科生ꎬ且两者为中等程度

相关ꎮ 不同学段学生自身特点、心理成熟度不同ꎬ本
科生及研究生身心较为成熟ꎬ能力与自控力都较强ꎻ
专科生教育层次较低ꎬ基础较差ꎬ学习动机不足ꎬ拖延

问题较多ꎻ中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ꎬ心智尚

不成熟ꎬ自控能力较低ꎬ时间管理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更大ꎮ 此外ꎬ各学段学生的学业任务差异也较大ꎬ中
学生主要是积累知识(尤其是高中生面临高考)ꎬ学习

更依赖于课程计划及教师管理ꎬ时间管理对学业任务

的影响较大ꎻ本科生、研究生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ꎬ
除学习知识外实践任务较多ꎬ研究生还面临开题、论
文撰写任务ꎮ 不同学段学生对学业重视程度不一致ꎮ
上述因素可能造成时间管理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变弱ꎮ
３.３　 性别对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关系的调节效

应　 本研究发现ꎬ性别的调节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ꎮ 随

着男生比例的升高ꎬ两者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强ꎮ 表

明男生中两者的关系更密切ꎮ 通常男生的心理发展

比女生稍晚ꎬ自制力较差ꎬ表现出更多叛逆、攻击行为

且容易被外界刺激如网络游戏等吸引ꎬ故时间管理对

于他们完成学业起更大作用ꎮ 而国外有研究表明本

科生及研究生中女生的学业拖延高于男生且女生减

少学业拖延的愿望要强于男生[２１] ꎬ主要由于女生对待

学业任务的态度更认真ꎬ常追求完美ꎬ所以会承受更

大压力ꎮ 同时女生性格较细腻ꎬ考虑事情更复杂ꎬ导
致她们在处理问题时经常犹豫不决ꎮ 此外ꎬ女生面对

任务时更易产生畏难、害怕失败等不良情绪ꎮ
Ｓａｄｄｌｅｒ 等[２２] 发现ꎬ女生产生更大概率拖延的原

因是因为比男生经历更高水平的焦虑ꎮ 上述因素可

能会弱化女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的关系ꎮ 值得注

意的是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３ꎬ２３] ꎬ故性别的调节作

用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下转第 １５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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