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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originated in the west, its idea of “people” as its cor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With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 modern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has been re-valued and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mpany personnel selec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so o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cepts are conducive to better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chieving the goal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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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技术虽起源于西方，但其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在我国历史悠久。随着技术的革新和思想的进步，
现代心理技术重新受到重视，被广泛地应用于专业人才培养、公司人事选拔、高校教育等多个领域。全
面系统地了解心理技术，明确其概念，有利于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实现“心理育人”的目标，
同时促进这一项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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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技术一词的起源
在我国古代，心理测验、人员心理测评和选拔、心理治疗等带有心理技术学思想的应用工具很早就
发展起来了，从韩非子《功名篇》中的“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论述，到我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再
到暗示法、精神变气法、行为治疗法等心理治疗技术，这些光辉的思想为中国现代心理技术学构筑了轮
廓(胡秋良，1992)。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与应用，心理技术日益受到关注，但关于心理技术究竟是
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起源、核心是什么，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充分理
解心理技术的概念和含义，是灵活运用它的必要条件，也是将其发展或者拓宽的重要基础。
“心理技术”这一词汇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3 年，由德国心理学家斯特恩(L. W. Stern)提出，
在当时，它的英文名称有两种，一种是“Psychotechnics (心理工艺学)”，另一种是“Psychotechnology (心
理技术学)”。而由于两者均侧重于研究已有心理研究成果在解决实际生活中问题的应用，后来统称为“心
理技术学”。1909 年，美国心理学家闽斯特伯格(H. Munsterberg)提出了心理学史上第一个职业选择法，
帮助选拔军官和司机。1914 年，他出版了《心理技术学原理》，标志着心理技术学的正式诞生。从此心
理技术朝着两个应用方向迅速发展，一个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工业心理技术学和军事心理技术学，另一
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心理治疗技术学。

2. 从“心理”角度理解“心理技术”概念
同样的，根据“属 + 种差”的定义方式，并以“心理”作为属概念，为心理技术下定义，则可以理
解为心理技术是将心理学原理、理论、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实践的中间学科。
广义的心理技术包括心理学研究方法(包含各种心理测量、评估、实验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技术，如技
术等)，心理学理论到应用的中间环节(即基于心理学理论，以提高个体各种心理品质为目的的应用设计，
例如基于智力和教学理论逬行教学设计，以提高学生的智力和思维品质等)，心理辅导、咨询和治疗技术
(如箱庭疗法、催眠技术等)三层含义；狭义的心理技术主要指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治疗技术。
(林崇德，2013)心理技术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连接理论与应用，基于理论来进行机制设计，以提高
个体心理品质。所有心理技术的产生离不开对心理活动机制的研究，而心理技术最终的目的也在于了解、
影响、利用和模拟心理活动(王希永，2013)，开发、运用心理技术促进心理发展、维护心理健康，促进人
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张掌然 & 张媛媛(2008)从心理技术的功能角度将心理技术分为发
现心理问题的技术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技术，强调了这门技术面对心理问题时的应用技巧；从指向性角度
则又可分为自指性技术和他指性技术，这说明心理技术既可以对自己进行发现、干预和调节，也可以指
向他人的心理和行为。而物理、化学等工程技术和社会技术等都仅仅属于他指性技术，因而自指性就构
成了心理技术不同于其他技术的独特之处，也正因如此，心理技术运用思维或心理对技术进行调节，成
为其他技术的前提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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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心理学区别于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科学的关键之处在于研究对象是人本身及人的意识和
心理一样，心理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应用对象直接是人的记忆、思维、意识等心理特征。
现代心理技术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创造性，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心理技术的应
用不仅像传统的技术一样重视人、机关系，更加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人-机-环”“生理
-心理-社会”的新型模式(胡秋良，1992)。

3. 心理技术以技术为核心从“技术”角度理解“心理技术”的概念
心理技术归根结底是一门技术，罗杰，陈庆良，& 卿素兰(2002)等人指出，现代心理技术的内容体
系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包括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技术、社会心理测查技术、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和经济
心理技术。王希永(2013)认为，若需给心理技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首先需要明确其属概念和种差，如果
说心理技术的属概念是技术，那么他与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等其他技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心理技术是一
种用于变革心理现象的技术，或者说是改变心理活动的技术，抑或是用于改变脑机能及活动过程的技术。
与探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论研究不同，技术所需要回答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
问题(王希永，2013)。同样的，潘菽(1987)教授指出：“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理论都是由应用发展而来
的，故研究心理的科学者应该把这根植于应用上。”心理技术的发展正是在学术气息浓郁的纯理论和原
本只靠经验摸索的纯应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较为成熟的理论知识丰富不断发展的应用手段，提供
合理可靠的指导意见，促进其高效率的进步，而这也恰恰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
维果斯基早在 20 年代就说：“新的心理学种子应植根于心理技术学之中”，以此作为摆脱心理学危机的
出路。
技术即解决问题的手段，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技术手段。在杨鑫辉(1999)教授
看来，现代心理技术的内容体系由四个主要方面构成：1) 就个体说，是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技术；2) 就群
体说，是社会心理测查技术；3) 就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失常说，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4) 就经济是个体
和群体的社会活动中心说，是经济心理技术。心理技术带有同其他技术一样的特点，如复杂多样性、不
确定性、人格和道德制约性、文化差异性等(张掌然 & 张媛媛，2008)。同时，他们认为从发现和解决问
题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心理技术分为发现心理问题的技术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技术；根据心理技术指向的
对象的不同，可以把心理技术分为自指性技术和他指性技术。可以说，心理技术区别于理论研究和实际
应用，它是一门发现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技术。

4. 心理技术的教育应用
技术是一种方法手段，一切技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检验技术水平高低的有效途径则是实践，
通过实践效果的好坏能客观合理地评判技术的价值。着眼整个教育领域，无论是政策发布还是教师培养，
都日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这一方面。《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在“德育途径”中规定，要“有
针对性地做好深入细致的个别思想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咨询和指导”。心理技术为教
育提供的不仅仅是咨询的手段，还包括很多其他心理理念与应用技术，只有从心理的角度了解了每一个
不同的个体，才能更有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地实现“百年树人”的教育目标。
辅导员作为一项与学生紧密关联的职业，根据邵国平，苗德露，& 杨琳(2013)等人构建的高校辅导
员职业能力结构理论模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结构由教育、管理、服务和专业态度四部分构成。对于
“心理技术”的掌握无疑是良好开展辅导员工作、提升其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关于心理技术在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心理测评技术的应用。
对于高校辅导员，了解每一位学生的特性与整个班集体的共性同样重要，所谓因材施教，是建立在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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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同特点的基础之上的。高校心理测评包括心理素质测评、社会心理调查、行为及品德评估等，通
过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实现静态测评与动态测评相结合，一般测评与特殊测评相结合，心理测评与德育工
作相结合(郭睿 & 苗元，1999)。这样既可以详细记录学生心理状况发展轨迹，作为未来升学、就业的一
个参考，也可以方便学校、老师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或团体心理辅导。
第二，运用心理咨询技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如今，素质教育得到广泛重视，现代学校德育系统已
形成学生管理、道德教育、心理咨询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格式。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咨询育人纳入学校德育
工作网络的建构中。从心理咨询角度来看，其主要任务与学生服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吻合(李春红，
2015)：1) 预防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保证健康的心理环境，从而避免发生严重心理问题；2) 促进大学
生的职业发展与成长；3)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通过为大学生提供能适应各种各样环境的参与机
会，增加他们身心健康、人格完善、人际关系协调发展的心理教育经验和体验(郭秀华，2013)。心理技术
丰富和发展了高校育人工作，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更多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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