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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商业服务场景中,顾客在与服务提供者的互动过程中,“控制感”扮演着重要的情绪传递和行
为反应的联结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对“控制感”的基本概念、不同服务环境中的“控制感”、
“控
制感”在商业服务场景中影响临场顾客的心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借此对商业服务场景相关
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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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ceived control" of on-the-spot customers in business service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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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usiness service scenario,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ustom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perceived contr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arranges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cept of "perceived control ", "perceived
control" in different service environments, an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ontrol" on the on-site customers in business service scenario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business servic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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