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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认知 - 情感 - 意动模型，从个人、社会、信息三个层面构建大学生就业决策信息焦虑
影响因素模型，旨在为相关机构改善就业信息服务方式提供一定建议，帮助大学生缓解其就业决策过
程中的焦虑情绪。通过问卷获取数据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整体就业环境、信息
质量及信息平台的建设及大学生对自身的认知等均会对其就业决策过程中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基于
此，本文对就业信息平台信息组织方式、学校信息素养培训及大学生自我焦虑情绪的缓解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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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gnition-Affection-Conation” model,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xiety from personal, social and informational level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agencies to improv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methods and Help college students ease their anxiety. Collect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to test hypothetical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mselves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anxiety in the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s ‘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method, school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and the relie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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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性的就业决策。

1

文献综述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 [1]。大学生在就业决策的过程中，

国内外学者对用户信息焦虑行为的相关内

需要多方面信息的支持，通过不断地进行信息

容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美国学者 Wurman[6] 最早

收集和对比来选择自己心仪的岗位。然而由于

在 1989 年 在 information anxiety 一 书 中 提 出 信

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经验欠缺的大学

息焦虑的概念，并且从认知的可理解性角度认

生不能有效获取就业信息而处于不利地位，很

为信息焦虑是一种不能访问、理解或者利用所

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柠檬效应等问题 [2]。目前，

必需的信息时的压力状态。Girard[7] 对信息焦虑

学校、企业以及第三方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向大

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归纳了众多研究

学生提供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岗位与人才之间

者普遍接受的五个维度，即理解信息维度、信

的有效联结 [3, 4]，尽可能全面地帮助其掌握就业

息过载维度、知晓信息存在维度、搜寻信息维

信息获取渠道，了解岗位职责、法律政策、面

度与获取信息维度。情报学领域学者认为信息

试技巧等内容，更好地实现就业目标。但大学

焦虑是信息用户在信息获取和利用过程中由于

生在择业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在信息获

信息质量、检索质量、客观环境等外因和信息

取、处理、利用过程中，由于个人、信息、社

素养、人格特点、对信息的态度等内因而引发

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筛选，

的一系列复杂的诸如紧张、焦急、忧虑、担心、

实现就业目标，容易产生信息焦虑，阻碍大学

恐惧、慌张、不安等心理反应的情绪状态 [8]。

生做出正确的就业决策。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影

这一概念融合了信息、技术和认知等方面的要

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并且很多心

素，强调信息焦虑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反应过程。

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个体的情绪态度对行为有着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索用户信息焦

直接、显著的影响 [5]，从信息焦虑的角度探究

虑行为。从信息组织与服务的视角，荣毅虹 [9]

大学生就业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尚不多见。

认为信息焦虑是用户信息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压

本文在态度形成的“认知 - 情感 - 意动”模型基

力，并根据布鲁克斯方程从信息的获取和知识

础上，借助相关理论及前人研究构建大学生就

之间的联系两个方面提供信息服务。危佳艳 [10]

业决策过程中信息焦虑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

了解到大量冗余、没有完整意义、使人难以理

问卷调查法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对大学生就

解和记忆的碎片化信息容易使用户产生理解困

业决策过程中产生信息焦虑的潜在因素和心理

难，从而产生信息焦虑，并编制大学生碎片化

动机进行分析，探讨此过程中用户信息行为的

信息焦虑量表。罗小兰 [11] 分析了网络健康信息

深层原因和影响机制，有助于缓解大学生搜寻

对用户心理造成的焦虑情绪。从信息用户行为

和利用就业信息时的焦虑心理，帮助其做出理

及心理视角，曹锦丹等 [12] 通过问卷和访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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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高校学生、教师、医生、公务员等用

大学生就业决策情景下用户产生信息焦虑的影

户的信息焦虑状况，总结影响因素并对其干预

响因素，一方面扩充了信息焦虑理论的研究范

模式展开研究。李福峰 [13] 探究了青少年互联网

围；另一方面从用户主观心理动机的角度去看

自我效能感、搜索策略和信息焦虑的关系。邹

待大学生就业问题，能够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

男男 [14] 则聚焦于医学生群体，探究其信息焦虑

值，促进就业市场良性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建

及成就动机与信息搜寻行为之间的关系。龚花

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萍 [15] 以江西省四所高校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
究大学生信息焦虑行为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
[16]

Naveed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模型

探究了巴基斯坦学生在信息寻求过程

中的信息焦虑情况。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则主
要聚焦于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等技术的影响，

“认知 - 情感 - 意动”模型是心理学领域对

曹锦丹等 [17] 从信息平台与用户两个层面编制信

决策过程进行分析的常见模型。认知即指个体对

息焦虑量表，洪闯 [18] 着眼于移动学习过程中，

事物如社会、信息、系统等的感知；情感是指个

移动设备依赖和网络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焦虑的

人基于认知对事物产生的主观感受；意动则是个

影响，韩蕾倩 [19] 则关注移动社交软件并开发了

人在情感驱使下而具有的行为倾向 [20]。基于“认

微信用户信息焦虑量表。

知 - 情感 - 意动”三维架构，并结合相关理论及

信息焦虑是用户在信息活动过程中值得关

现有研究，构建了大学生就业决策过程中信息焦

注的现象，在不同的情景中应该赋予其具有针

虑影响因素模型，在认知维度上本文从个人、社

对性的概念内涵。大学生就业信息焦虑是就业

会、信息三个方面出发探索大学生的认知现状，

信息搜寻与决策过程中，用户在获取、筛选、

在情感维度上选取自我效能感和信息焦虑这两种

理解与利用信息时，由于就业压力、信息质量、

情感因素分析大学生就业信息搜寻过程中的感

信息素养、个人认知等原因，不能有效利用信

受，最终探究情感因素对意动阶段就业决策行为

息作出就业决策而产生的一种压力状态。探究

的影响，模型构建如图 1 所示。

认知

情感

意动

职业认知
个人

H4
自我认知

H3

自我效能感

H8
社会

学校教育

H5

H1

H7
就业环境

H6

信息焦虑

H2

H9
信息主体

H10

信息
信息平台

图 1 认知 - 情感 - 意动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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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与职业的认知影响其凭借自身能力去完成工作

2.2.1 就业信息焦虑

的自信程度。另一方面，就业决策过程中信息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

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大学生对于自身所掌

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它

握的技能和处理问题能力及抗压能力等缺乏客

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 [21]。研究表明

观理性的认知，因而在面对就业信息时无法明

高自我效能感的用户自身信息焦虑程度相对较

确自身的目标也无法找清自身定位，愈发导致

低 [22]。在大学生利用就业信息做出就业决策的

焦虑情绪的产生。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过程中，自我效能感强的人认为凭借自身搜寻

H3：自我认知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有信心能

H4：职业认知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获取充足的信息，帮助其进行就业决策。在此

H5：自我认知负向影响信息焦虑

信心支持下，自我效能感越强的人面对海量繁
杂的就业信息不易产生焦虑情绪。大学生在利

2.2.3 社会因素
陈中永对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进行探索性

用就业信息进行就业决策时感受到压力是常态，

因素分析，结果指出其焦虑主要来自就业竞争、

容易产生一系列紧张、不安等焦虑情绪。在此

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以及担忧就业前景

焦虑情绪的驱使下，大学生认为自己所掌握的

四个方面 [24]。宏观就业环境中包含大学生群体

信息无法匹配市场需求，对其自身就业前景感

就业前景，大学生在查找利用就业信息时必须

到担忧，甚至无法做出决策。因此，提出以下

以宏观就业环境为背景，以对未来做出规划。

假设。

就业前景向好则其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获取

H1：自我效能感负向影响大学生信息焦虑

就业信息时压力较小；就业前景不佳则可能面

H2：信息焦虑负向影响大学生就业决策

临较大压力，进而产生焦虑情绪。学校作为大

2.2.2 个人因素

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阵地，对学生进行教化培

认知信息加工理论表明，个人对自己的认

育，能够对学生的品性与能力进行一定塑造。

知包括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两个方面。其中自

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影

我认知即是指对自己的价值观、兴趣和技能的

响，学校开展的考试测评等评估使大学生对自

认知；职业认知是指对特定的职业、学校专业

身能力有所把握。此外，各大高校对在校生均

及其组织方式的理解 [23]。自我认知的关注点在

会进行一系列就业培训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

于对自我的认识，职业认知的关注点在于对职

中心会发布就业信息，开设面试就业类课程。

业选择的认识，二者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

学校就业教育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为

对自我的价值观和兴趣技能等的准确把握表明

其提供就业信息的同时，也为其查找获取就业

决策主体对自己有明晰的判断，而对职业市场

信息指明了方向，减少了其在查找信息时的盲

动态及岗位需求的了解增强了其对自身匹配市

目，能够缓解其焦虑心理。基于此，做出以下

场需求能力的认知。因而个人对于自我的认知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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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就业环境负向影响信息焦虑

项的内容均改编自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问卷量表，

H7: 学校教育负向影响信息焦虑

并依据就业信息焦虑场景进行适时调整，为了

H8: 学校教育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每个变量至少包含三个测

2.2.4 信息因素
认知负荷理论将认知负荷分为三种类型：

度项，每个测度项都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综上，
本文的研究模型的变量及问项如表 1 所示。

内部认知负荷，外部认知负荷和关联认知负荷。

为保证问卷可读性与准确性，在发放正式

其中内部认知负荷是指对认知任务本身所包含

测量表前进行了小范围初测，依据初测结果对

的信息元素数量及其交互性进行加工活动所产

问卷用户、问卷题项、问题数量进行了再次修改，

生的负荷，该负荷来自于认知任务本身，而外

最终共发放问卷 248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9 份，

在认知负荷则主要源于认知任务的设计与呈现

回收有效率 92.3%。其中男性占比 36%，女性

不当 [25]。由于个体的认知加工能力有限，当其

占比 64%，学历包含本专科生及研究生，学科

所承受负荷超出其认知加工能力，便易产生焦

涵盖自然科学、医药科学等五大学科门类。

躁、烦闷等不良情绪。当信息主体本身质量较低，
即存在大量虚假、冗余就业信息时，大学生将

3.2 信效度检验

为甄别信息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而可能导致

采 用 SPSS 22 软 件 对 结 果 进 行 信 效 度 检

其焦虑情绪的产生。此外，大学生在就业信息

验。信度反应量表内部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本

平台进行信息查找时，信息平台界面设计是否

研究在信度检验方面主要依据 Cronbach’sα 系

良好，信息组织方式是否合理，影响大学生检

数，全量表及各变量的 Cronbach’sα 系数如表

索效率与时间，从而影响其用户体验，对其情

2 所示，其值均在 0.7 以上，结果表明量表具

绪产生影响。据此做出以下假设。

有较高信度。

H9: 信息主体负向影响信息焦虑
H10: 信息平台负向影响信息焦虑

依 据 Kaiser 给 出 的 KMO 度 量 标 准，0.9
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 表示适合，0.7 表示一
般，0.6 表 示 不 太 适 合。 表 3 为 样 本 KMO 和

3

实证分析

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结 果， 全 量 表 KMO 球 形 检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5168.288，在显著性概率 P=0.000 下达到显著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验结果为 0.862，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性水平，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效度

问卷中包括职业认知、自我认知、学校教育、

分析中主要考察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本问卷

就业环境、信息主体、信息平台、自我效能感、

题项设计均取自已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并邀

信息焦虑及就业决策九个变量。问卷分为两个

请相关研究者对问卷进行了审查修订，因而具

部分，共包含 36 个题目，第一部分了解被调查

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主要检验收敛效

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对变量进行测量。测度

度与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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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量表
维度

变量

职业认知

个人因素
自我认知

信息主体

信息因素
信息平台

就业环境
社会因素
学校教育

自我效能感

就业
信息焦虑
信息焦虑

就业决策

编号

测度项

来源

OA1

我不是很了解本专业将从事哪些工作

OA2

我不清楚本专业涉及岗位的工作要求

OA3

我一直没有为我的未来职业做规划

OA4

我不知道哪些职业可以列入我的备选范围

SA1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客观地了解了自我

SA2

我不清楚自己在求职中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SA3

我不能确定自己想要从事哪种工作

SA4

我不清楚自己适合做哪种类型工作

EI1

我觉得网上重复就业信息较多，带来的信息有效利用率不高

EI2

我常常在查找就业信息时获得其他许多无关信息

EI3

[28]
我常常觉得垃圾信息、广告、大量无关信息掩盖了真正有用 王畅 （2010）
的就业信息

EI4

在进行就业信息查询时我经常怀疑信息的真实性

IS1

我认为目前就业信息平台页面美观，很有吸引力

IS2

我认为目前就业信息平台在呈现方式上条理清晰，容易理解

IS3

我认为目前就业信息平台的信息组织形式比较合理，
有利于信息利用

SE1

我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环境不理想，就业形势紧张

SE2

我认为我所学专业市场需求量小，人才供过于求

SE3

我担心找到的工作没有发展前景和机会

CE1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向我提供了就业信息咨询服务，在我的求
职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CE2

学校向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就业招聘信息

CE3

学校设置的就业指导课程对我获取查找就业信息帮助很大

CE4

学校设置的专业课程能满足就业技能的需求

SF1

我相信自己最终可以检索到所需的就业信息

SF2

我有信心能选择一个适合我兴趣的职业或工作

SF3

我能够为我的职业或者工作目标制定下一个近期和长期计划

SF4

我能够确定我需要采取的行动步骤，以便成功获得期望的职
业或工作

IA1

我常常担心自己错过了最新的就业信息

IA2

面对鱼龙混杂的就业信息我常会感到无所适从

IA3

当我找不到想要的就业信息时，我会感到莫名的烦躁

IA4

我常会因为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查找就业信息而很少获得真正
有价值的信息而感到失落

ED1

我总是担心自己掌握的就业信息不全而不敢做决定

ED2

我经常觉得自己很难做出重要决定

ED3

面对几种可能的选择我不知道如何抉择

李娜[26]（2009）

刘利敏[27]
（2009）

洪闯[29]（2016）
王畅[28]（2010）

丁伟[30]（2017）

周晴[31]（2019）

曹刚[22]（2010）

洪闯[29]（2016）

李娜[3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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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AVE 值全部均大于 0.5，且 CR 值全部均

表 2 信度检验结果
Cronbach’sα系数

变量

项目数

全量表

33

0.919

职业认知

4

0.904

自我认知

4

0.881

信息主体

4

0.891

信息平台

3

0.820

就业环境

3

0.763

学校教育

4

0.826

自我效能感

4

0.847

信息焦虑

4

0.868

就业决策

3

0.878

高于 0.7，意味着本次分析数据具有良好的收敛
效度。在区分效度上，从表 5 可知，所有变量
的 AVE 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潜在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4 测量量表的收敛效度
变量

CR

AVE

职业认知

0.905

0.706

自我认知

0.881

0.655

信息主体

0.892

0.674

信息平台

0.826

0.614

.862

就业环境

0.757

0.509

近似卡方

5168.288

学校教育

0.832

0.556

df

.528

自我效能感

0.851

0.589

显著性

.000

信息焦虑

0.873

0.636

就业决策

0.887

0.723

表 3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
Bartlett的球
形检验

在收敛效度上，从表 4 可知，9 个变量对

表 5 变量 AVE 的平方根与变量间相关系数表
职业认知

自我认知

信息主体 信息平台 就业环境

学校教育

自我效能感 信息焦虑 就业决策

职业认知

0.84

自我认知

0.625

0.809

信息主体

0.248

0.426

0.821

信息平台

0.136

0.197

0.181

0.783

就业环境

0.292

0.47

0.516

0.387

0.714

学校教育

0.145

0.039

0.084

0.407

0.164

0.746

自我效能感

-0.074

-0.04

0.185

0.276

0.157

0.504

0.768

信息焦虑

0.345

0.469

0.56

0.155

0.496

0.292

0.225

0.798

就业决策

0.4

0.527

0.461

0.098

0.501

0.142

0.076

0.758

3.3

结构模型及假设检验
本文在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价指标选取上，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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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表 6~7 所示，六个评价指标中有三个及三
个以上符合标准，则该模型可被接受，分析结
果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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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模型拟合指数
指标

CMIN/DF

RESEA

TLI

CFI

IFI

标准

<2

<0.08

>0.9

>0.9

>0.9

实测值

1.956

0.065

0.897

0.910

0.911

表 7 模型验证与假设检验
路径

路径系数

P值

假设检验

职业认知->自我效能感

0.166

**

成立

自我认知->自我效能感

0.068

0.266

不成立

学校教育->自我效能感

0.546

***

成立

自我效能感->信息焦虑

-0.015

0.838

不成立

自我认知->信息焦虑

-0.155

***

成立

学校教育->信息焦虑

-0.298

***

成立

就业环境->信息焦虑

-0.264

**

成立

信息主体->信息焦虑

-0.218

***

成立

信息平台->信息焦虑

-0.232

***

成立

信息焦虑->就业决策

-0.107

***

成立

注：* 表示 P<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结 果 显 示（ 图 2），H2、H4、H5、H6、

焦虑，就业环境负向影响信息焦虑，学校教育负

H7、H8、H9、H10 假设路径影响显著，即假设成立。

向影响信息焦虑，学校教育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结果表明，信息焦虑负向影响就业决策，职业认

信息主体负向影响信息焦虑，信息平台负向影响

知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自我认知负向影响信息

信息焦虑，信息焦虑负向影响就业决策。

认知

情感

职业认知

0.166**

个人
自我认知

NS

H4
H3

自我效能感

0.546***

H8
社会

学校教育

意动

H5 -0.155***

H1

NS

-0.264***

H7

就业环境

-0.298**

H6

信息焦虑

- 0.218***

信息主体

就业决策

-0.107***

H9

信息

H2

H10
-0.232***

信息平台

***, P<0.001
**, P<0.01
NS, None Significance

图 2 模型检验结果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0 年·第 6 卷·第 4 期

033

理论与实践
3.4

THEORY AND PRACITCE

结果分析与讨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0.04.003

业问题时越不易产生焦虑情绪。

从模型整体验证结果而言，与自我效能感

社会维度中，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信息

有关的两个假设即自我认知影响自我效能感、

焦虑的负向影响假设成立。学校教育为大学生

自我效能感影响信息焦虑均未成立。其中，由

提供就业信息服务中，包括就业信息的直接提

于自我效能感对信息焦虑的影响路径不显著，

供与就业信息搜寻甄别技能培训等。通过学校

因此职业认知、自我认知、学校教育通过对自

教育，大学生可以制定就业信息搜寻策略、选

我效能感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信息焦虑产生影响

择就业信息提供平台并对所获取信息自行甄别。

的路径实际上也无法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

通过学校教育，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问题时的信

可能与所选取样本人群并非全部面临就业抉择

息质量与信息搜寻问题大大降低，因此能够缓

问题，因此对于就业抉择问题不甚清晰，自信

解其焦虑情绪。因此，提升大学生就业信息搜

程度不高。另一方面，结合前文分析，自我效

寻能力是学校在提供就业信息服务时应考虑的

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

关键问题。社会维度的就业环境对信息焦虑产

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对自我效能感

生负向影响路径显著，表明大学生在搜寻利用

的研究关注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问题，不同个

就业信息时会受到社会整体就业环境的影响，

体的自我效能感会随着领域和问题的不同而产

若大学生意向就业岗位人才供不应求，且就业

生变化 [35]。而就本研究中的大学生群体而言，

前景向好，则大学生在做出就业决策时就面临

在面对就业问题时，由于其缺乏就业经验，普

较小的就业压力，使得其在搜寻就业信息时心

遍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能力的认知较为混

理负担较小，不易产生焦虑紧张情绪。

乱 . 因此就本研究中的就业信息搜寻甄别及利

信息维度中，信息主体与信息平台均对信

用这一应用情境而言，自我认知也未对自我效

息焦虑产生负向影响假设成立。结合大学生做

能感产生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就业信息焦

出就业决策时的信息获取与利用的实际来看，

虑并未产生直接影响。在本研究模型各部分路

当前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求职就业信息网

径系数与显著性结果中，个人、社会及信息层

站、就业招聘公众号等为大学生提供了便利信

面的假设因素均对就业信息焦虑产生影响。

息获取方式，但是纷繁的信息提供者使得大学

个人维度中，自我认知对信息焦虑产生负

生必须自行对信息进行甄别，则信息的质量成

向影响假设成立。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自我的认

为影响利用信息的关键。此外，任何用户在使

知是影响其利用就业信息的关键因素。对于就

用信息平台时都将考虑到自身的使用体验，因

业信息问题，大学生个人的信息搜寻能力、信

此对就业信息网站而言，其界面设计、信息组

息组织能力等，助力其进行信息搜寻与甄别利

织方式等均将影响大学生自身的情绪体验。而

用。对于就业岗位抉择问题，当大学生对自身

就业信息平台提供的就业信息服务如人工咨询

的能力有明确认知时，则容易将自身与岗位进

服务等将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支持，此类服务将

行匹配。因而对自我认知越明确，则其面对就

海量就业信息分类筛选后便于大学生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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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节约时间提升信息搜寻效率，从而缓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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