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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动技能的学习是体育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重要

因素之一。运动技能学研究表明，诱导式教学法在迁移、练习变化性、反馈和动机等方面对运动技能学习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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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技能学在体育教学中的意义

运动技能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通过练习获得技能性的

活动［1］。这门学科的研究问题非常集中，“学习”是其主要研

究对象，即围绕运动技能的学习展开探索。由于“学习”产生

的是内在反应能力的较长期变化，通常是不能予以直接检验

的，因此运动技能学的实验研究 主 要 是 借 助 于 迁 移 设 计

（transfer design）的方法来进行的。这也是运动技能学在实验

设计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学习运动技能是体育教学的一项主要目的，而教学方法

的选择则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种教学方法

是否有助于运动技能的学习、效果有多大，这都是体育教学

的实践活动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从运动技能学的角度

来探讨特定体育教学方法的优劣及程度，对体育教学活动具

有最直接的意义，将使之更具针对性；对体育教学具体方法

的选择产生指导作用，并可作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2 诱导式教学法的界定

体育文献对“诱导式教学法”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

而对“诱导式教学法”有着相似表述的许多概念在教学论上

的含义却并不相同［2］。本文不打算对“诱导式教学法”给出

直接的定义，而拟从体育教学方法的如下分类中找到它的位

置：按照开始学习时是否直接与练习目标任务相关这一维

度，可以将所有的体育教学方法分为两类：（1）对某项运动技

能的学习开始于直接练习目标反应，重复练习，直至学会；

（2）学习某项运动技能之前先练习某一项或某几项其他活

动，试图通过这些特定任务的学习对目标技能的掌握产生积

极影响。其中第（2）类方法利用了运动技能学习的迁移规

律，即从其他任务的学习迁移到目标任务的学习。它基本上

又有 3 种形式［1］：（1）部分 - 整体的方法（part - whole method，

是将任务分解成其部分单独练习的学习技术）利用的是从部

分到整体的迁移；（2）使用模拟装置（simulator，模拟目标反应

某些特征的训练装置，以期进行与目标反应相似的练习），即

模拟（simulation），是为了使在模拟装置上的练习能够迁移到

标准任务的真实技能中去；（3）诱导的方法（lead - up activi-
ties，是为了使学习者准备某一更重要的目标反应而提供某

种典型的任务或活动）从简单的次级任务到复杂的目标反

应，利用了从诱导活动向目标任务的迁移。

3 诱导式教学法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因素

由诱导的原则出发，比照运动技能学的研究成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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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已有的许多研究对将诱导式教学法运用于体育教学给

予了支持。从运动技能学的角度来探讨诱导式教学法的学

习效应及其适用性，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提供理论参考。

3 .1 诱导式教学法的迁移

从体育教学方法的迁移分类中可以发现迁移对诱导式

教学法的关键意义。所以考察运动技能学关于迁移的研究

对于诱导式教学法的价值当是首要的问题。

人们很早就对迁移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 1901
年，Thorndike 和 Woodworth 就曾提出任务间的相似性问题，并

且其见解对于迁移的研究一直具有重大影响：迁移取决于两

任务间“共同要素”的数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明确何

为“要素”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测量。Schmidt［1］认为，“要素”可

以是两任务间共同的能力或完成两任务共用的运动程序，或

者同时包含上述两者。Henry（1958 / 1968；1961）的运动能力

专一 性（specificity）假 说 及 Fleishman 等 人（Fleishman，1964，

1965，1967；Fleishman & Bartlett，1969）因素分析的研究表明：

运动能力的种类既是大量的，又具有专一性，甚至相似任务

之间其相关也非常低。因此在迁移实验中，即使学习任务以

某种方式作出非常小的变化，也可能是运用了不同的、不相

关的能力。此外，运动程序的思想［3］也表明，转换练习条件

将使学习者运用不同的程序完成操作。有关迁移的上述研

究表明，任务间的“不相似”大大限制了运动技能迁移的数

量。

另有研究表明，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因素是很多的，除

了运动任务本身的特点之外，还要考虑到学习者的整体动机

水平、基本智力水平、特定心理因素、健康或体质状态等多个

方面，这些单独但相关的成分构成了基本运动能力（general
motor ability）［1］。基本运动能力由更为基础的单独而相关的

因素构成，这一假设即上位 能 力（super ability）的 思 想（如

Cratty，1966）。该思想表明，运动技能在“上位”因素上发生迁

移是可能的。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运动技能学研究者

的认同，例如 Nichols［4］（1986）就提倡在体育教学中利用那些

可能相同的一般的、知觉的、运动的及成熟的因素，来促进运

动技能学习的迁移。

需要指出的是，迁移研究结果的巨大分歧甚至有时的相

互矛盾，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技术和学习任务所致（见

Cormier & Hagman，1987）。尽管如此，Schmidt（1987）认为以往

运动技能的迁移研究至少表明了两点：第 1，迁移基本上是

正迁移，并且迁移的数量相当少，除非学习任务几乎完全相

同；第 2，迁移的数量取决于两任务间的相似性。可见，运动

技能的迁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而迁移正是诱导式教学法

的理论出发点。因此，对于诱导式教学法的迁移问题需继续

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

3 .2 诱导式教学法的练习变化性

练习中的变化（variability）是使将要作出的目标反应随

练习的进行而系统变化的教学技术［1］。许多运动任务的变

化性是固有的，例如开放性技能。学习此种活动的一个重要

目的在于获得处理新情境的能力；而在恒定不变的情境下进

行练习则可能并不适宜。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变化性练习对

于闭合性任务的学习也是重要的。

练习变化性的早期研究者之一 McCracken 和 Stelmach
（1977）对比了变化性 /恒常练习对操作新动作的影响：在练

习的起始阶段，恒常练习的绝对误差低于变化性练习；然而

在随后进行的迁移测试阶段练习同一新任务时，变化性练习

的绝对误差却低于恒常练习，并且这一趋势持续到 48 h 以

后的测试阶段，但差异已大大减小。结论是，起始练习的变

化性对学习更为有效，使迁移阶段操作新任务时比恒常练习

的误差小；变化性练习对于新任务一般操作能力的发展可能

是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 McCracken 和 Stelmach（1977）的实验

中，迁移任务尽管与起始练习不同，但它还是落在变化性练

习的范围之内。那么，完全新颖的迁移任务在以前练习的经

验范围之外是否也会产生这种效应呢？Catalano 和 Kleiner
（1984）运用时间选择任务，采取与 McCracken 和 Stelmach 相

似的实验设计，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Shapiro 和 Schmidt（1982）在回顾了练习变化性效应的文

献后认为，从总体上讲，在实践活动中安排学习者练习时应

该使之较有变化性，这将产生较好的学习和概括。而且他们

还发现，几乎每个实验都表明儿童在变化性练习中的受益程

度较之成人为大。Kerr 和 Booth（1977，1978）甚至指出，练习

接近新颖任务的变化性练习比练习新颖任务本身更为有效！

可见，练习变化性在儿童的运动技能学习中的确是一个强有

力的变量。

练习变化性除了研究学习者的年龄之外，有关个体差别

（individual difference）方面的其他研究还有性别，例如 Wrisberg
和 Ragscale（1979），Allen（1978）等人通过研究，得出了练习中

的变化性对于女性比男性更有意义的结论。

Schmidt［5］（1975）试图用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对上述

现象作出解释：人们在练习中发展了自身的运动行为图式，

也即在过去的环境结果与用于产生这些相应结果的参数值

之间建立起联系。这套规则保持于记忆之中，可以为下一个

包含同一运动程序的活动情境———甚至是新颖的变化———

选择一套新参数，运动程序运用这套参数产生操作。图式理

论与练习的变化性相关，因为变化性练习比恒常练习对规则

的学习更为有效。至于变化性练习对儿童或女性的运动技

能学习更为有效的解释可能是因为与成人或男性相比，他们

早期未曾发展此类图式或此类图式的发展不够，以至在变化

性练习中学习得较多，使得学习程度比对照组大。此外，对

于练习情境效应（context effect）的研究（Battig，1956，1966；Shea
& Morgan，1979；Hagman，1983；Wulf，1985；Goocle & Magill，
1986；Lee & Magill，1983）以及处理深度（process depth）（Battig，
1979；Shea & Morgan，1979；Shea & Zimny，1983）和 遗 忘 假 设

（forget hypothesis）（Cuddy & Jacoby，1982；Lee & Magill，1983；

Magill，1988）也都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解释。

让我们重新审视诱导式教学法：由于在学习目标反应之

前经过了诱导活动的过渡，这必然使得练习富于变化。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开放性还是闭合性技能的学习，诱导

式教学法都是适用的；而如果能考虑到个体差别，例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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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安排相应的诱导练习，可使体育教学更具

针对性，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学的效果。

但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练习变化性研究所选择的学习

任务与诱导活动可能存在着差别：在练习变化性研究中，新

颖的目标任务无论在变化性练习的范围之内还是范围之外，

两者在本质上均非常接近；而在体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对

具体诱导活动与目标任务的本质及其联系的研究还未有进

行，所以对理论的适用性应持谨慎态度。此外，在诱导式教

学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诱导式教

学法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习任务（例如不同难度），适合诱导

式教学法的运动技能学习如何选择诱导活动的类型、确定诱

导活动的数量、安排诱导练习的顺序、控制诱导活动的学习

程度、调整不同练习的时间间隔等等。这些都是诱导式教学

法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

3 .3 诱导式教学法的反馈

反馈是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重要因素，在运动技能的学

习中可能起着动机（motivation）、导向（guide）、联系（associa-
tion）或者报偿（reward）的功能［1］。它与练习都是运动技能学

习必不可少的要素。知晓结果（KR，knowledge of result）与知

晓操作（KP，knowledge of performance）是附加反馈研究中的两

个常见维度。KR 指的是有关操作结果的可语言化的外在信

息；KP 则 指 产 生 有 关 活 动 结 果 的 潜 在 动 作 形 式 的 信

息［1，6 ～ 8］。实践活动中以 KP 纠正不适当动作形式的常用方

式是运动学或动力学反馈。

运动技能学关于 KR 的研究较多，这不仅出于研究便利

的原因，还因为 KR 是运动技能学习最常见的反馈形式。但

是有时仅仅利用 KR 其有效性毕竟有限，例如多个自由度的

任务（Fowler & Turvey，1978；Newell & Walter，1981）。许多运动

任务包含有身体多个部位的协作，通常需要经练习来重新组

织活动形式或拓扑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仅提供 KR 难以直

接表明需要修正的动作任务维度，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吸引到

潜在的活动形式上来是重要的———并且，KP 有时比 KR 可

对操作和学习提供更多的受益［11 ～ 13］。近几年对 KP 变量的

研究［9，13 ～ 16］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充分反映了 KP 对

于运动技能学习的独特意义。

诱导式教学法以其练习的变化性丰富了反馈的类型和

数量。另外，对于某些结果强度较大的活动来讲，学习者的

注意力往往被活动的结果所吸引，而忽略了操作形式的有关

信息，即 KP。以投篮为例，一次失误的投篮可能使学习者仅

仅意识到命中率的偏差而体会不到投篮动作的情况，这通常

会限制运动技能的进一步发展。诱导式教学法可以有效地

将学习者的注意力从目标反应的某些高强度结果中解放出

来，例如可以通过特定的投篮诱导练习使学习者的注意力集

中到投篮的动作形式上来［17］。

3 .4 诱导式教学法的动机

确定一个变量是学习变量还是操作变量是运动技能学

十分 关 注 的 问 题 之 一。一 般 认 为，操 作 变 量（performance
variable）是一种暂时影响操作的自变量，也即它的呈现会对

操作产生即时的影响，而当它在迁移阶段变化时，其对操作

的影响也随之变化，或者说它不能以相对持久的方式影响操

作；学习变量（learning variable）则是一种影响学习的自变量，

当它在迁移阶段被去除之后，其对操作的影响仍然存在，也

即这种变量以相对持久的方式影响操作，或者说影响了运动

任务的学习；如果有的变量呈现时影响操作，但当它被去除

后，部分影响消除，而仍有部分影响保留，那么这样的变量既

是学习变量又是操作变量。

在体育教学中，教学方法的选择应以提供学习变量为追

求的目标。动机是学习变量还是操作变量在运动技能学研

究中尚无定论。运动技能学研究者对动机进行的一些研究

（例如 Nelson，1962；Fleishman，1958 等）中，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致。尽管

对动机是学习变量还是操作变量并不十分明确，但有关的研

究文献表明，动机可以增加运动任务学习过程中所投入的努

力（Bryan，1966；Locke 等，1981；Locke & Lathan，1985），从而使

学习者更加经常地学习，这无疑对于运动技能的学习具有积

极的意义。

影响动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学习兴趣、抱负水平、

情感状态、报偿、成功及知晓结果等［4］。因此，有经验的教师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练习

失败的挫折感。李超先生曾多次指出，难度较大的运动技能

往往较长时间也难以掌握，这可能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而

诱导式教学法可以成功解决这一问题。Hunter［18］（1983）也

认为，成功地学习一项简单任务比以同样时间学习困难任务

能够更好地迁移到较困难的任务中。由此可见成功练习的

重要意义。

诱导式教学法是否会使学习者处于适度的动机水平，目

前的文献还未有专门报道，但李超等人［19］（1996）多年的教

学实践显示，诱导式教学法可以启发学习者的独立思考、提

高练习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等。所以，旨在利用已掌

握的简单技能来学习复杂新颖任务的诱导式教学法有其合

理性。

4 结论

（1）从运动技能学视角对体育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具有直

接的意义，并可指导体育教学具体方法的选择。运动技能学

理论适用于迁移分类维度下体育教学方法中的诱导式教学

法研究。

（2）诱导式教学法的迁移、练习变化性、反馈、动机等因

素可能对于运动技能的学习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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