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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项基于文献 （1978-2018） 的研究

○ 周文霞  李硕钰  李梦宜  冯 晋  徐 颖

摘要  本文对 1978-2018 年中国学者在相关学术期刊

上发表的职业生涯领域相关文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内

容分析，旨在揭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研

究现状、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概括而言，相比西方，

中国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研究内

容广泛，但追随西方的特点明显 ；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

性提升快，测量工具修订和验证性研究多，但本土化研

究明显不足 ；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互动开始形成，但影

响力和理论创新还是瓶颈。本文对未来职业生涯领域的

研究提出建议 ：关注现实问题，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注重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  职业生涯 ；职业生涯管理 ；研究现状

引言

在我国，学者们对职业生涯管理的研究几乎和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就业制

度是国家“统包统配”，个人职业选择的自主权很小，基

本没有职业流动，更谈不上职业生涯管理。职业意识淡

薄、职业生涯管理实践和研究的缺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必然产物。但是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传统

的职业生存状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从职场上的“铁饭

碗”“大锅饭”到“自主择业”“下岗”“跳槽”，从终身

在一家组织就业到无边界职业流动再到“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间节点、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项重大政策和举措，都对个人

的职业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改革开放带给个人职

业选择的自由时，如何求职择业、如何规划管理自己的

职业生涯、如何增强自己的职业胜任力、如何获得职业

成功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个体职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

题。从介绍西方职业指导理论开始，中国学者们开启职

业生涯领域的研究。转眼四十余年过去了，职业生涯管

理的研究也成为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主题，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现状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梳

理。因此，对职业生涯领域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就显得

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研究的目标、程序和方法

本研究致力于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描述。通

过对公开发表学术文献的分析，理清中国职业生涯管理

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二，解释。分析职业生涯

研究现状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加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第三，展望。探索未来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方向。

我们以中国知网 C N K I 出版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为主要数据来源。数据搜寻的程序和方法如下：在中文

期刊数据库中，分别以“职业生涯”“生涯”为关键词、

作者简介  周文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心理与行为、组织行为学和

人力资源管理 ；李硕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生涯管理和组织行为学 ；李梦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生涯管理、幸福感和积极情绪 ；冯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冲击事件和职业生涯管理 ；徐颖（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主动性和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资助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GL07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XNH054）资助

213-224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3, 2020, No. 4, pp



214

评    论
主题词或篇名，期刊来源类别依次勾选“全部期刊”“核

心期刊”“C S S C I 期刊”进行模糊搜索（1978-2018 年

11 月），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本主题下的相关研究，

并以此勾画职业生涯领域相关论文四十年的发文趋势。

为进一步确定职业生涯领域的重点研究主题，根据 5 名

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推荐，选取 35 本该领域的重点期

刊进一步分析，包括 16 本管理类期刊、5 本心理类期刊、

4 本社会学类期刊及 10 本社科综合类学报（限于篇幅，

刊物名录略去备索）。为了解研究职业生涯领域的中国

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的整体趋势和研究主题，本研

究还在中国知网外文文献库对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期刊

相关文章进行搜索，并进行汇总整理，以此反映中国学

者在国际期刊发文的情况。

二、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状况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学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职业

生涯这一研究领域，发表了多少文章，研究了一些什么

样的主题，关注哪些人群的职业生涯，研究质量如何，

都是哪些领域的学者在做职业生涯领域研究等一系列问

题，来描述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的现状。

1. 论文发表数量

在 C N K I 期刊库的高级搜索中，选择“篇名”“主

题词”“关键词”为“职业生涯”“生涯”，依次选择期

刊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核心期刊”“C S S C I 期刊”

进行模糊搜索，结果见图 1 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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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1978-2018 年（截止到 11 月份）C N K I 期

刊库中共有 33702 篇职业生涯相关文章。分阶段看，

1978-1988 年搜索得到的文献主要是对革命家、艺术家

和科学家等人群的职业生涯进行介绍，而不是职业生涯

的研究。最早与职业生涯有关的研究是 1992 年姚庆棠

在《中国劳动》发表的《人生职业生涯的五阶段》，介绍

S u p e r 职业生涯理论。[1]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和 C S S C I 期

刊数据库中没有相关学术论文发表。2002 年后发表的

文章数量开始增多，2006 年论文数量突破千篇，其中

2014 年发文量最多，共发表 2454 篇相关文章。

表1  职业生涯相关文章的发文数量
——CNKI全部数据库、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

年份
全部
期刊

核心
期刊

CSSCI
期刊

年份
全部
期刊

核心
期刊

CSSCI
期刊

1978 0 0 0 1999 218 41 25 

1979 10 0 0 2000 225 59 31 

1980 8 0 0 2001 278 70 32 

1981 18 0 0 2002 392 95 39 

1982 28 0 0 2003 494 102 41 

1983 35 0 0 2004 646 162 61 

1984 27 0 0 2005 913 216 90 

1985 31 0 0 2006 1197 258 108 

1986 48 0 0 2007 1536 356 154 

1987 48 0 0 2008 1917 412 205 

1988 62 0 0 2009 2122 418 225 

1989 65 0 0 2010 2337 413 204 

1990 68 0 0 2011 2448 424 179 

1991 59 0 0 2012 2388 366 163 

1992 67 44 0 2013 2426 438 181 

1993 104 69 0 2014 2454 417 171 

1994 166 42 0 2015 2427 391 174 

1995 160 64 0 2016 2336 316 146 

1996 142 38 0 2017 2111 282 159 

1997 187 51 0 2018 1579 207 115 

1998 187 53 28 

由于改革开放前十年“职业生涯”相关的学术论文

数量太少，为了能全面地反映研究现状，我们又以“职

业指导”为关键词搜索 1978-1988 年期刊库中的全部

期刊，共有 62 篇文章。最早的一篇是蔡郁毓于 1980 年

发表在《外国教育动态》上的《美国“全国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介绍了美国职业教育中心的情况。[2] 该时期

的文章主要强调职业指导的重要性，介绍其他国家职业

指导情况并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建议。

2. 研究主题

职业生涯领域的主题较为分散，为了能够获得这一

领域的研究主题，我们在 C N K I 期刊库的高级搜索中，

以 35 本重点期刊为来源，选择以“职业”“职业生涯”“生

涯”为篇名、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1978-2018 年

11 月），在逐篇浏览文章标题、删除和职业生涯不相关

的文献后，得到 752 篇职业生涯领域的相关文章。对每

一篇文章进行主题词的归纳、排序，最终得到职业生涯

领域受关注较高的 15 个研究主题，见图 2。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 35 本重点期刊中 752 篇职业生涯领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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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重点关注研究类型、研

究层次和数据类型，特别统计了量表开发类的文章和采

用实验法的文章。

研究类型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文献回顾、评

述类、案例分析和元分析，在所有文章中，实证研究

468 篇（62.23%）、 理 论 研 究 36 篇（4.65%）、 文 献 回

顾 74 篇（9.84%）、评述类文章 149 篇（19.81%）、案例

分析 22 篇（2.89%）、元分析 3 篇（0.4%）。此外，量表

开发类文章为 56 篇（7.45%）、采用实验法的文章 21 篇

（2.79%）。研究层次分为个体和跨层，跨层研究有 10 篇

（1.33%），其中个体与组织层面的研究为 6 篇，其余 4

篇为个体与团队层面的研究。数据类型分为截面数据和

纵向数据，分别为 426 篇（91.03%）和 42 篇（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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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对象

在这 752 篇文章中，有 611 篇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其中，企业普通员工和大学生是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分别为 154 篇（25.20%）和 147 篇（24.06%），其他的

研究对象包括教师（15.06%）、管理者（5.07%）、知识

型员工（4.91%）、公务员（3.93%）等。其中，心理学类

期刊的研究对象以学生和企业员工为主，管理学类期刊

较多关注企业员工（普通员工、知识型员工、外派人员

等）和管理者，社会人口学类期刊则涉及农民工、退休

人员、国家干部及农村高中生等更细化、更广泛的职业

群体（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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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早期主要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企业员工、

教师，这几类人群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随着职

业生涯领域研究逐渐深入，职业生涯的概念也随之拓

展，任何一个有职业经历的人都拥有职业生涯，职业生

涯不再是知识型人才的专属。因此，农民工、低学历待

业青年等相对缺乏专业技能的群体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

对象。此外，职业生涯研究逐渐细化，关注的群体更有

针对性，研究对象的种类日益丰富，出现了公务员、医

护人员、女性员工、新生代员工、外派人员等细分群体。

5. 职业生涯领域主要学者的学科背景

职业生涯可以从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来研究。

个体层面，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不仅受到个体心理、价值

观、知识技能的影响，还会受到家庭、组织、社会等各

方面的影响 ；组织层面，需要系统地研究组织职业生涯

管理与组织发展和员工发展的相互作用 ；社会层面，职

业生涯研究更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宏观因素的影

响。因此，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

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为探

寻职业生涯管理研究者的特点，本研究共选取了本领域

752 篇文章中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的 72 位学者，分析

其学术背景。

从图 4 可以看出，职业生涯领域 47.22% 的学者来

自心理研究所或心理学院，38.89% 的学者来自经管类

学院（管理学院、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劳动人事

学院等），另有 6.94% 的学者来自法政或公共管理学院，

4.17% 的学者来自社会科学学院，2.78% 的学者来自师

范教育学院。这些数据再次说明职业生涯管理研究领域

的跨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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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学者国际发文情况

本研究对职业生涯领域的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

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以“C a r e e r”为关键词、“C h i n a”

为单位，在 C N K I 外文文献数据库进行模糊搜索（文

献覆盖了 S S C I、S C I、E I 中 90% 的文献），共搜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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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相关文献，手动筛查后删去 4 篇与职业生涯无关的

文献，最终对 160 篇文章进行分析。从发表的数量看，

2008 年以后国际发文数量虽然不是线性上升，但总体

还是不断增加。从发表的主题来看，受关注最多的三大

研究主题分别为生涯适应力（Ca re e r Ad apt abi l i t y）、感

知组织职业生涯管理（Perce ived Orga n i za t iona l Ca ree r 

Ma nagement）和职业满意度（Ca ree r Sa t i sfa c t ion）。由

图 5 可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与国外学者进行学

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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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主题的内容分析

我们将对从 35 个期刊中提炼的 15 个研究主题进一

步分析，加深对 40 年来职业生涯领域研究现状的认知。

我们以 15 个重点主题为关键词（图 2）在 C N K I 期刊库

中进行搜索（1978 年 -2018 年 11 月），发现  1978-1988

年，职业选择（决策）、职业兴趣和职业价值观主题的

文章发表数量最多，这一时期职业兴趣主题的文章主要

为职业兴趣测评工具介绍等论述型文章。1989-1998 年，

职业选择（决策）和职业兴趣主题的文章受到持续关注，

同时职业价值观、职业倦怠、职业压力、职业发展及职

业成功主题的文章也开始被学者关注。1999-2008 年，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倦怠、职业成长、职业认同、职业

成功、职业生涯管理、职业压力主题的文章发文数增

幅较大。2009-2018 年，很多从国外引进的新概念 , 如

生涯适应力和无边界职业生涯主题获得了较多的讨论。  

这些主题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发文数量的多少，并非偶然

现象，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所带来的职场变化

在学术领域的折射：

职业选择。1978-1998 年，相关研究较多地借鉴

了国外经验，并探讨了职业的遗传性。[3]1999-2018 年，

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分别从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视

角，采用案例分析、心理学实验等研究方法，研究不同

群体的职业选择。[4 ,5] 研究发现，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

本越充裕、人力资本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收

入较高的地方就业，随着学生的家庭资源增多，选择更

具有风险性和挑战性职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职业价值观。相关研究以量表开发和不同群体职业

价值观情况调研为主。可能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个体

自主择业的机会增多，而职业价值观对个体的职业选择

影响较大，因此这一概念受到一定的关注。初期，相关

研究多数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主要探讨了不同群体的

职业价值观，[6] 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研究表明，影

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因素很多 ,  如性别、生源地、专业、

家庭背景等。职业价值观对工作投入、职业韧性和终身

学习等职业行为有促进作用，能够预测工作适应状况和

工作绩效。[7,8]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大学生群体自主开发

了职业价值观量表。[9] 总体而言，该主题的研究对象有

一定的局限性，对代际差异的关注较少。

职业兴趣。国内职业兴趣的相关研究以量表开发为

主。1996 年，白利刚等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介绍霍兰德

职业兴趣理论，验证了霍兰德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效度，

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霍兰德式职业兴趣量表。[10] 但是，

有学者认为霍兰德的职业兴趣理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

化。[11] 此外，国内有影响力的职业兴趣量表还有张厚粲

等针对高中生开发的《升学与就业指导测验》。[12] 总体

上，国内职业兴趣的研究较多在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的

基础上开展，缺乏本土化的职业兴趣理论，并且与其他

理论的结合相对较少。仅有少数学者结合社会认知职业

发展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13 ,14] 领导权变理论等对职业

兴趣展开研究。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这一主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对

现状的分析和对策建议，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较强，但是

缺少理论层面的创新。研究对象包括大学生、公司员工

和公务员。实证研究聚焦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前因变量，

刘琛琳等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生涯规划呈现

显著正相关关系，职业探索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15]

职业发展。该主题以述评类为主，具体内容包括

设计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和职业发展模式。这一主题的

实证研究聚焦于职业发展的前因变量，包括精神型领导、

企业师徒非正式指导关系和政治技能等。[16-18] 知识型员

工和女性工作者是这一主题文章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职业生涯管理。这部分研究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已有研究表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能够对员工的心理感知与工作行为产生影响。具体来讲，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能够提升组织承诺、[19] 工作满意度、[20]

知识共享。[21] 此外，还有研究从人职匹配、人与组织匹

配、人与环境匹配等理论角度出发，探讨了组织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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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管理对个人职业生涯管理的影响。[22] 第二，自我职业

生涯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包分配制度被废除后，人

们不得不凭借自身能力谋求职位，因此自我职业生涯管

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国内相关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龙立荣等首先引入了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概念，提出中

国国情下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五个维度，分别是职业探

索、职业目标和策略确立、继续学习、自我展示和注重

关系。[23] 相关研究表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能够正向影

响工作满意度，[24] 使个体的职业自我概念更加清晰，从

而有更高的职业决策质量。[25]

职业成功 / 职业成功观。职业成功观即人们心目中

职业成功的标准，职业成功观和职业成功联系紧密，因

此本文将相关研究合并为一类进行分析。相关研究以企

业员工为重点研究对象，多为定量研究。测量方面，有

学者关注女性群体，采用扎根理论开发了女性职业成功

量表，[26] 另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

提出了三维度的职业成功观 ：外部报酬、内部满足和和

谐平衡 ；[27]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方面，大五人格、[28] 主

动性人格、[29] 职业流动、[30]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

资本、[31] 社会网络、[32] 领导成员交换及徒弟政治技能都

可以预测职业成功 ；[33 ,34] 中介机制的探索方面，师徒关

系、心理授权、职业弹性等已被学者研究证实。宜人性、

政治技能等也被研究证明可以作为职业成功观的边界条

件，同时，职业成功观和职业成功感的差异也可能影响

员工幸福感。[35]

职业倦怠。此类相关研究大多发表在心理类期刊，

主要关注了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干预措施，研究对象以企

业员工、教师、医护人员为主，多为定量研究。研究表明，

职业倦怠的成因主要包括大五人格、[36] 工作特征 [37] 和工

作压力，[38] 可以通过提升组织支持、[39] 提升心理资本、[40]

正念疗法 [41] 等方式减轻职业倦怠。在职业倦怠的结果

变量方面，职业倦怠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对离

职具有正向影响。[42]

职业压力。相关研究的对象以各学段的教师为主，

也有少部分研究关注企业员工、护理人员、医生等群体

的职业压力，多为定量研究。较多研究表明，职业压力

会提高职业倦怠，降低幸福感。[43] 另有研究表明，职业

压力会引起问题行为、[44] 降低工作满意度 [45] 和创新绩

效。[46] 李育辉等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某老年病医

院的护理人员进行分析，探讨了组织支持、组织公平等

要素对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的影响。[47]

职业认同。这一主题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校长、

教师和师范生。可预测的结果变量包括离职意愿和情感

承诺，[48] 以职业认同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则聚焦于其对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49]

职业刻板印象。这一主题的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

尤其是女大学生，女性员工也是重点研究对象，定量研

究居多。相关研究关注了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测量和影

响因素，[50 ,51]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角色、自我卷入程度、人力资本等。此外，有研究

采用了心理学实验法，验证了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对职业

决策的影响。[52]

职业承诺。关于职业承诺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前因变

量，张玮等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组织承诺为因变量，员

工职业成长为中介变量，发现员工导向文化正向影响组织

承诺，结果导向文化负向影响组织承诺。[53] 刘晓燕等则发

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职业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19]

职业成长。职业成长的前因变量包括雇佣关系、上

下级“关系”、组织公平和组织差错管理氛围等。[54-57]

也有学者对职业成长的结果变量进行研究，罗岭等构建

了跨国公司回任人员职业成长、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的

关系模型。该研究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适合回

任人员的职业成长量表，职业成长各维度对知识转移成

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8] 翁清雄等发现职业成长对离

职倾向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59]

职业生涯适应力。职业生涯适应力这一概念从国

外引进，近十年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概念的最

先提出源自 S u p e r 对其生涯成熟度理论的不断修订，后

来，生涯适应力研究的代表人物 S a v i c k a s 对生涯适应

力的理论构建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提出这一构念的

四个维度，分别为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

涯自信。[60] 赵小云等对这一构念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61]

此后，这一主题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其方法较为严谨，

实证类文章居多。其结果变量主要有工作绩效、离职意愿、

主观职业成功，[62 ,63] 前因变量有个体和组织的匹配、职

业成功观，[64] 也有学者将生涯适应力作为中介变量，研

究其在领导反馈环境和员工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65]

无边界职业生涯。初期，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组织和个体应该如何把握机会、应

对挑战。组织应该培养员工忠诚度和组织承诺，[66] 进行

更完善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提供择业指导，提升个体

的就业能力。[67] 还有研究提出，无边界职业生涯管理时

代，职业成功的机制 [68] 和评价标准也有所变化，[69] 主

观指标将是职业成功的新标准。

通过对上述 15 个重点研究主题分析发现，国内学

者关注的主题大都起源于西方。我们列出表 2，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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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个体层面而言，就业还是以分配为主，劳动者对自

己的职业没有基本的决定权。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

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进入了私有企业、

个体户元年，开始出现“自雇佣”形式。但是，这一时

期的个体户主要由低技能劳动群体构成，职业生涯管理

的意识还没有被充分唤起，社会的需求并不强烈。尽管

如此，少数学者已敏锐地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中国社会的

价值和意义，开始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职业指导的理论和

模式。[2 ,70]

2000 年后这一领域的文章开始增多并突破百篇，

2009 年后更是每年发表上千篇论文，说明职业生涯领

域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能和 90 年代国

家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高校扩招、向市场经济转

型及企业员工下岗失业紧密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主

要是以企业员工、大学生为对象，意味着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环境和企业制度发生的变

化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职业生涯。大学生“就业难”，

越来越多的员工脱离了国有企业，出现“下岗潮”“下海

潮”，这些个体都需要职业指导、职业规划、职业管理。

这可能是职业生涯领域研究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2）研究内容较为广泛，追随西方的特点比较明显

国内关于职业生涯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即使缩小

了搜寻范围，研究的主题仍然很丰富。由于 CSSCI 期刊

和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章具有相对较高的研究质量，本研

究还以职业生涯领域重点研究主题为关键词，在 C N K I

数据库中的 CSSCI 期刊和核心期刊范围内进行搜索。通

过统计各类职业主题在核心期刊和 C S S C I 期刊的发文

量占该主题所有发文量的比重，发现职业承诺相关研究

有 31.09% 被收录于 C S S C I 期刊或核心期刊，其次是职

业成功（30.69%）、无边界职业生涯（30.36%）、职业认

同（25.17%）、职业生涯管理（21.15%）、职业刻板印象

（20.97%）、职业价值观（20.96%）、职业压力（20.92%）、

职业兴趣（19.72%）、职业生涯适应力（17.69%）、职业

倦怠（15.99%）、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10.92%）、职业

发展（7.77%）、职业选择和决策（2.38%）及职业成长

（2.26%）。虽然从发文总数来看，以职业发展、职业倦

怠、职业选择（决策）为主题的文章远高于其他职业生

涯相关主题的文章，但是这些主题发表于重点期刊的比

重较低，说明这几类主题的文章虽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但是缺少研究的深度和高质量的文章。

20 世纪初，职业选择和职业兴趣相关的研究最先

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1950-1980 年，西方学者对这两

直观地体现中西方在这 15 个主题上研究时间的差异。

表2  15个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研究时间对比

各主题中英文名称 国内研究起点时间 国外研究起点时间

职业选择
Career Choice

20 世纪 80 年代初
20 世纪初出现，

20 世纪 50-80 年代兴起

职业价值
Career Value/ Work Value/ Job Value

20 世纪 80 年代初 20 世纪 70 年代

职业兴趣
Career Interests

20 世纪 80 年代初 20 世纪初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
Career Planning/ Career Plan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0 世纪 60 年代        

职业发展
Career Development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0 世纪 60 年代

职业生涯管理
Career Management

21 世纪初 20 世纪 60-70 年代

职业成功（职业成功观）
Career Success (Career Success 
Criteria)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0 世纪 30 年代

职业倦怠
Job Burnout

20 世纪 90 年代初 20 世纪 70 年代

职业压力
Job Stress

20 世纪 80 年代末 20 世纪 70 年代

职业认同
Career Identity/ Vocational Identity

21 世纪初 20 世纪 80 年代

职业刻板印象
Occupational Stereotype

21 世纪初 20 世纪 70 年代初

职业承诺
Career Commitment/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21 世纪初 20 世纪 80 年代

职业成长
Career Growth/ Career 
Advancement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0 世纪 80 年代末

职业生涯适应力 / 生涯适应力
Career Adaptability

21 世纪初 20 世纪 80 年代

无边界职业生涯
Boundaryless Career

21 世纪初 20 世纪 90 年代

四、结论、讨论与展望

1. 结论与讨论

（1）国内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

迅速

和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相比，我国职业生涯领域研究

起步较晚，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事实上在学术研究

领域，概念的提出、热点问题的涌现，都是实践提出的

要求，是现实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在西方，职业

生涯管理的实践最初以职业指导的形式出现，是西方国

家经济发展、职业分化、技术进步所带来就业难问题的

社会应对措施。从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心理测量的发展，

西方职业生涯的研究日益丰富，成为学术界相对独立的

一个研究领域。

我国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切

入点也是职业指导这一概念。这一时期在核心期刊和

C S S C I 期刊数据库中没有搜寻到相关文章，可以说在改

革开放的前十年，职业生涯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者足够

的关注。究其原因在于，虽然 1978 年改革开放已经启动，

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全面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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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的测量进行了深入研究。[71] 在中国，职业选择和

职业兴趣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是早期中国

学者在职业生涯领域关注的重点主题。1980-2000 年，

西方学者的关注重点从职业选择和职业兴趣的测量逐

渐转移到其他主题，生涯适应力、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职业成功、职业认同、职业承诺、职业倦怠、职业成长、

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等主题开始在西方得到广泛关

注，[72] 这些主题在国内期刊的发文时间则集中在 2000

年之后。职业承诺、职业认同、职业生涯管理在 21 世

纪初才首次出现在国内学术期刊上，无边界职业生涯这

一主题的文章最早出现在 2003 年，[73] 职业生涯适应力

直到 2010 年才首次出现。[61] 整体来看，我国职业生涯

领域热点主题和国外热点主题的出现顺序一致，但在发

文时间上整体滞后于西方，追随西方的特点明显。可能是

因为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还存在差

距，对职业生涯领域相关主题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研究更加严谨规范，量表修订及验证性研究

增加，但缺乏本土化研究

在职业生涯研究的初期，相关文章大多是对西方

理论、概念、实践经验的介绍，也有许多议论性文章，

但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是这个研究领域的短板。

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职业生涯研究论

文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得到较大提升。这种具有研究规范

性的学术论文有两类，一类是对西方量表的修订或探讨

西方概念在中国情境中的结构维度，如依据霍兰德的职

业兴趣理论开发的霍式中国职业兴趣量表、[10] 企业员工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结构、[23] 企业员工职业成长的量表

编制、[74] 职业生涯韧性在中国情景下的结构维度、[75] 大

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的探索、[76] 公务员职业生涯高原的

维度 [77] 及职业妥协的量表开发等 ；[78] 另一类是检验西

方理论在中国的有效性，研究一些重要构念的前因、结

果变量、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以职业成功这一热点主

题为例，对中介机制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视角：

领导成员交换视角、内在动机视角、社会认同视角、人

格特质理论视角及个人和组织匹配的视角。例如，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通过心理授权影响职业成功，[33] 辱虐管理

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和工作投入影响职业成功，[79] 职业

承诺在心理资本和职业成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80] 双元

领导通过员工对领导的认同影响员工的职业成功，[81] 大

五人格和自恋型人格对主观职业成功有显著影响。[28 ,82]

第一类研究为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测量工具，第

二类研究验证了西方的构念和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加

深了我们对职业领域知识的认知，表明我国职业生涯规

范化研究水平的提升。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本土化的研究十分鲜见。中

国的职场环境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人的职业心理与

行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亟需从简

单模仿、验证西方的构念和理论到立足本土进行创新，

做出中国本土化的好研究。

（4）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互动开始形成，但中国学

者的创新和影响力还是瓶颈

2007 年前，中国学者在国外期刊发表的外文文献

数量较少，自 2008 年开始，中国学者在国外期刊发表

的外文文献逐年上升，2013 年发表的较少，2015 年发

表最多，之后有所回落。由此可以看出，国内职业生涯

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在逐渐加强，在国际职业领域

的重要期刊上也开始出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些研究大

都还是借用西方的概念，验证西方的理论。虽然有学者

基于中国情境提出了新的构念，并编制了适合中国国情

的测量工具，[83] 但这类研究的影响力还比较微弱。

2. 未来研究展望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遗传算法之父”Holland 指出，

“理论很重要。人们往往在无意识中有洞见，但这不是

常态。没有理论，我们就像无头苍蝇，对未知领域做大

量无效的尝试 ；拥有理论，我们就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

中抓住本质。理论是路标是向导，拥有它，我们才能明

白事物的本质和因应方法”。[84]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

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可能产生新理论的时代。

面对充满动荡、模糊、复杂和不确定性的 V U C A 时代，

职业生涯的研究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采用更综合的多元

化研究方法，聚焦理论创新。

（1）关注现实问题

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包括两类 ：一类是以前没有出

现过的崭新问题，需要我们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找寻答案；

另一类是一些老问题，由于环境的变化需要有新答案。

这些新问题主要有科技发展带来的职业生涯研究

新课题及职业生涯的“阴暗面”（Dark Side)。进入人工

智能时代，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是否会被机器

人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的一份报告对全球 800

多种职业所涵盖的 2000 多项工作内容分析发现，全

球约 50% 的工作内容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自动

化。[85] 但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 I T I F ) 总裁

At k i n s o n 的研究显示，当今科技每消灭 10 个工作岗位，

就会创造 6 个新工作岗位，[86] 这一比例是 1950-1960 年以

来最高的，也意味着当今科技对就业的破坏力是最低的。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联合研究发现，[87]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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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职业难以被科技进步所取代。第一类是“抽象”

职业，这类职业要求个体具备较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

造力、说服力，如工程师、教授、管理人员；另一类是

需要“动手”的职业，这类职业要求个体具备环境适应

能力、视觉和语言辨识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如厨师、

护士、保姆等。机器在取代部分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

新的机会。同时，有助于劳动者释放双手，有时间投入

自己喜欢的领域，享受工作，享受生活。面对未来职业

上的种种不确定性，个体应该如何应对、采用怎样的职

业发展策略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在不确定

的时代，个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勇于突破组织边界和

心理边界，不断开发和探索新的就业能力，积极进行职

业探索，有序构建职业生涯。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来临，自雇佣者、自由职业者、平台组织上的员工也成

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过去紧密依附于组织

的员工不同，这些劳动者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义和重

塑自己的身份，如何追求职业成长和成功，都是学者们

未来可以关注的问题。[88]

在追求职业成功的过程中，人们也会经历很多职业

生涯的“阴暗面”（D a r k S i d e)，[89] 但是学术界对这些现

象的研究还很匮乏，未来有待挖掘的研究主题还包括

职业生涯错误（C a r e e r M i s t a ke s、C a r e e r E r ro r s）及职

业生涯后悔（C a r e e r R e g r e t s）。未来的学者在关注职业

生涯中积极现象的同时，也应对其“阴暗面”进行研究，

进而对整个职业生涯领域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促进

这一领域的发展。

还有一些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在不同的时代

可能会有不同答案。例如，尽管新时代职业生涯变得更

加复杂，但中西方的文献都表明，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的

中心仍然是就业能力和职业成功。就业能力和职业成功

是职业研究中最常见的结果变量，是个人在其职业生涯

中所做的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在新职业生涯时代，就业

能力和职业成功的标准、影响因素都会发生变化，值得

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再比如个体职业生涯管理与组织

职业生涯管理，也一直是职业生涯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

无边界和易变性职业生涯时代强调员工要为自身的职业

生涯进行管理而不是仅仅依靠组织，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被认为是职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自我职业生涯

管理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组织仍然承担着对员工职业

生涯管理的责任，组织作为一个载体，依旧是大部分员

工进行职业发展的平台，因此，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和组

织职业生涯管理实际上是相互补充而非对立的。然而，

目前探索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大部分研究

将这两种职业生涯管理分开研究，而不是放在一个框架

内探讨其“联合效应”。已有研究表明，组织职业生涯

管理对员工的心理感知与工作行为产生影响。个体在感

知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后，会通过组织工具影响员工的

内外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90] 此外，B a gd a d l i 等的文献

回顾表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能够影响客观职业成功，

对个体的职业生涯有重要的作用。[91] 当前个体自由度与

职业生涯自主性的增强使职业转换（Career Transit ions）

成为现代员工职业发展的常态，[92] 职业转换主要受个体

因素（如能力与动机、自我效能、人力资本、情感承诺等）

与情境因素（如工作特征、社会支持、社会人际网络等）

的影响，而职业转换也影响着个体的主客观职业成功。

（2）采用更综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实现研究目的的工具。用规范严谨的方

法收集数据、分析信息，才能帮我们更好地探索真理。

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而非一门成熟系统

的学科，它没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由于职业生涯管

理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具有

天然联系和交融关系，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常常被

职业生涯管理的学者借鉴。[93] 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占统治

地位的是定量研究方法，以现有理论为基础提出研究假

设，通过收集数据检验假设形成研究结论，适合理论检

验和验证类型的研究。40 年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的研究，

也多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有效

性。定量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不同类型。

但国内已有研究基本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对某个

时间点的数据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很难检验各个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也难以深刻揭示，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生涯领域研究的发展和推进。

职业生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很难明

确界定其研究界限和研究内容，同时个体职业生涯发展

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因素、组织

环境因素等，内部因素包括人格、自我效能感等。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职业生涯，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

作用难以厘清，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及交互作用

呈现十分复杂的状态，因此研究难度很大。单一的研究

方法无力支撑多样性的研究目标。

未来研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揭示职业领域

的复杂现象。可以采用跨层研究将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

的变量结合起来考量。如刘军等采用的跨层研究方法，[18]

探讨了员工的组织政治技能、政治知觉，以及他们和直

接上司的关系对于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而组织政治知

觉为组织层面的变量。于海波等从个体和组织的跨层面

213-224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4期第              页 



221

评    论
角度探讨了生涯适应力的作用。[62] 但这种跨层的研究在

我们统计的 752 篇文献中只占 1.33%。此外，还可以在

一项研究中使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克服

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例如 Z h o u 等通过深度访谈、焦

点小组讨论等质性方法，确定职业成功观的结构并形成

职业成功观量表的初始条目，又用量化研究方法开发职

业成功观的测量问卷，对其信度效度进行检验，并利用

研制的问卷，探讨了个人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不同的组

织类型和性别对职业成功观的影响，检验了他们职业成

功观的差异，进一步探讨了职业成功观对个体的心理和

行为产生的影响，建立起基于中国情境的职业成功观结

构模型。[83] 这项研究表明，将定性研究中获得的结论用

定量的方法进行检验，是提出新的理论构念恰当而有

效的研究战略。还有一些心理学领域的学者采用实证法

和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此类文章的研究主题多为

“职业决策”“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职业成熟度”。[94]

但是现有文章采用实验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非常少

见，在我们统计的 752 篇文章中，仅有 13 篇文章采用

这类混合性研究方式。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中，管理

学与心理学的交互越来越多，对一些特定的主题采用混

合性研究方法更能解释其内在的作用机理。

此外，追踪研究是揭示职业生涯因果关系的最恰当

的方法，但是由于研究耗时长、数据收集难且花费大而

常常使人望而却步。不过，有一些专业机构已经着手开

展此项工作。比如，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所进行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职业发展追踪调查项目，

从人力资源专业大学生入学开始，每年测量一次，关注

其在校经历与职业发展的关系。目前已收集四轮数据，

有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发现。

（3）聚焦理论创新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到

事物发展的规律形成理论，以便能够借助理论描述、解

释和预测现象。理论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变成改变世

界的力量。这也就是说，理论不仅能解释世界还能改变

世界，理论对世界的改变是通过接受理论的人来实现

的。职业生涯研究的目的也是如此，通过发现职业生涯

管理的一般规律，建构职业生涯管理的理论，指导个体

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指导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实践，是

这个领域学者的使命与追求。

职业生涯管理系统的研究发端于美国，职业生涯

领域的主导理论成型于 20 世纪中期。我们现在常常谈

起并不断引用的理论，如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霍兰

德的职业生涯类型理论、舒伯的生涯发展阶段理论、克

鲁姆伯茨的生涯发展的社会学习理论、施恩的职业锚理

论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95] 现代人所处的职业环境

与这些理论提出时的职业环境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从

一而终、线性发展的生涯状态早已被无边界、易变性、

多元化的职业状态所取代。一些经典的理论在解释现实

的情境时会遇到许多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说明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任何理论最终都会消亡

并为新的理论所取代。

职业生涯理论的产生需要三个前提条件 ：有现实

需求、知识积累、相关工具。历史上职业生涯（职业指

导）理论产生的初期，正好满足这三个条件。19 世纪末，

美国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农业领域就业机会减少，

一战中退伍军人也返回劳动力市场 ；同时工业革命改变

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工作环境，社会分工变得多样化和

复杂化，对工人的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职业指

导。而此时心理学特别是心理测量学的发展，为职业指

导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学的知识准备和可应用的测量

工具，于是一批社会活动家、教师发起了一场旨在教育

个人了解自己、了解职业、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职业指

导活动，提出了早期的职业生涯理论。现在，时代又把

我们推向一个新职业生涯理论产生的前夜，工作场所、

劳动力市场、个体的职业生涯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新理论的现实需求强烈，一百多年职业生涯理论的积累是

理论创新的重要学术基础，而大数据及新的统计分析方法

也为新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工具。因此，我们建议新职业生

涯时代的学者从以下两个方面聚焦学术和理论的创新。

第一，对已有理论进行修订补充。创新从来都不应

该也不可能割断学术历史传统，而应该在原有理论的基

础上进行检验和修订补充。例如，生涯阶段理论描述的

更多是上学、工作、退休养老三段式的生涯发展模式，

是循序渐进式的职业发展路径。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

等教育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斯坦福大学在 2015 年发

布《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这项计划有两个重要的特

点 ：一是把过去的闭环大学变成开环大学，解除入学年

龄的限制，17 岁前的少年、进入职场的中年及退休后的

老人都可以入学。二是自定上学节奏，延长了学习时间，

由以往连续的 4 年延长到一生中任意加起来的 6 年，时

间可以自由安排。同时由于医学、教育、科技及基因选

择的进步，“大概率上，我们这代人的寿命会超过 100 岁。

传统的三段式人生将消亡，要做好开启多段式人生的准

备。”[96] 在日本，人们七八十岁还在工作，似乎也习以为常。

也许将来越来越多的人上一段学后就去工作，工作一段

时间又回学校充电，中老年人退休后又重新成为自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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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这种多段式的职业发展模式显然与三段式的模式

有相同之处更有诸多不同，新的职业路径的出现也并没

有完全替代传统的三段式的模式，只是给了人们更多的

选择，需要我们用新的角度去关注与研究。

第二，从内涵和操作性方面提出新的构念，建构本

土化的职业生涯理论。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都在跟随西

方，将西方学术研究的热点照搬引进。中国的文化历史

传统不同于西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更是世界上极为

独特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人的职业选择、职业发展问

题也必然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根植于中国人的职业生

涯实践，开展本土化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学者们应该从本土的职业现象观察中提出

概念，形成理论框架、模型，创立自己的职业生涯理论，

推动中国本土组织和个体的职业生涯管理实践，从而产

生更大的影响力。

理论创新是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相结合，通过多次的检

验和修正逐步产生。科学需要忍耐和坚持，职业生涯领

域的研究难度较大，也缺少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还需要

广大的职业生涯领域研究者能够耐得住寂寞，坚持在这

一领域辛勤耕耘，开创本土化的职业生涯研究，逐步构

建完整的职业生涯领域研究体系。由于人的本性相同，

真正的本土化研究也一定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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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n-

tent analysis of the papers in the career field publish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relevant academic journals from 1978 to 2018.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future directions of ca-

reer research in China. To sum up, we obtain four conclusions: 1) 

Compared to the West,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started late but 

has developed rapidly. 2)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extensive, but it 

is obvious that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is still following Western 

academic trends. This may result from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

opment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3) The rigor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improve a lot, and 

the amount of research on revision and verification of measurement 

tools increases. But indigenous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The occu-

pational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differ 

from that in the West, and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4) The interaction of career research be-

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gins to form. But there are still bottle-

necks of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which are lack of influen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ost of the research is borrowing concepts 

from Western research and verifying Western theories. Lastly, we 

provide thre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areer research in China: 1) Pay 

atten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including new problems which still 

need to be solved and existing problems which require new answers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2) Use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For example, using cross-level data, comb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ducting longitudinal 

research. 3) Focus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ome classical theories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when interpreting new situations and 

need to be re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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