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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我国中学生体育锻炼自我妨碍的现状、验证国外对于自我妨碍的研究结论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具有普遍性。采用分层加随机抽样的方法，运用自编的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

量表等测量工具，对我国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及其一系列预测指标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1)中学生体育锻炼自我妨碍行为在性别上差异存在显著性意义；(2)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

在年龄上差异存在显著性意义；(3)中学生的任务目标取向和锻炼自我妨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自我目标取向与锻炼自我妨碍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4)中学生的身体自尊及自我效能等预

测指标与锻炼自我妨碍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5)身体自尊、自我效能等变量在中学生锻炼自我妨

碍与锻炼等级之间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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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nd to verify if foreign research conclusions on self hindrance are universal under different cul-

tural backgrounds,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and relations between a series of predictive index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ification plus random sam-

pling and measuring tools such as self made form of measurement of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f hindering behaviors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gender;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f hin-

dering behaviors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age;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sk objective orientation and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 objective orientation and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is not significant; 3) 

variables such as physical self respect and self efficiency play a partial medium role in between self hindrance of 

physical exercising and exercising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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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我妨碍就是指个体针对可能到来的失败威

胁，而事先设计障碍的一种防卫行为[1]。自从自我妨碍

这个概念提出以来，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

重视，但在现有不太多的文献中，大部分的研究都集

中在学业领域[2-5]，在体育运动领域只有西方国家及我

国台湾地区有少量的相关报道[6-8]。 

本研究拟采用自编的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量表考

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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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人口统计学、目标取向、身体自尊、自我效能

等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目标取

向、身体自尊、自我效能等变量对中学生锻炼自我妨

碍行为的预测模型，同时考察了中学生自我妨碍对其

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具体解决以下问题：

(1)描述我国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基本状况；(2)中学

生的自我妨碍行为对其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3)

揭示我国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的相关心理因素。

本研究拟用 3 个动机变量，即目标取向、身体自尊、

自我效能来同时预测自我妨碍，比较各变量对自我妨

碍的作用，揭示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背后的心理动因，

验证国外关于自我妨碍的研究结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以及不同领域下是否具有普遍性。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因为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采用分层加随机抽

样的方法以江苏省的行政区域划分来抽取样本，在苏

北、苏中以及苏南这 3 个大地区中分别抽中淮安、扬

州及苏州，选取了共计 10 所中学，共发放问卷 1 448

份，剔除错答、漏答、有规律做答等无效问卷，共回

收有效问卷 1 23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4%，有效样

本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采用集体测试的方式，在

班会课或体育理论课课堂上，用指导语指示被试填写

问卷，由于条件的限制，对委托的主试人员没有集中

培训，只通过电话的形式对委托的主试人员进行讲解，

统一要求。全部数据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分析包

SPSS13.0 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 

 

表 1  学生基本情况 

变量 变量含义 人数 百分比/% 

男 638 51.6 
性别 

女 598 48.4 

初一 288 23.3 

初二 308 24.9 

高一 296 23.9 
年级 

高二 344 27.8 

苏北 424 34.3 

苏中 435 35.2 学校区域 

苏南 377 30.5 

    
研究采用如下量表：(1)运动中任务取向和自我取

向问卷(TEOSQ）：问卷由武汉体育学院姒刚彦译成中

文，然后由英语专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进行互译并共

同校对，确定中英文问卷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运

动中的任务取向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73，自我取向分

量表的α系数为 0.75[9]。 

(2)身体自尊量表(PSPP)：该量表由徐霞等人[10]修

订，主要包括主量表和 4 个分量表，即身体自我价值

感主量表(PSW)、运动技能分量表(SC)、身体素质分量

表(PF)、身体状况分量表(PC)、身体吸引力分量表(AB)。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自我效能量表(GSES）：本研究采用的测量自我

效能的问卷为中文版 GSES，共有 10 个问题，采用李

克特 4 点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 0.75~0.91[11]。 

(4)身体锻炼等级量表：该量表由武汉体育学院梁

德清等人[12]修订，从身体锻炼的强度、一次锻炼的时

间以及频率 3 个方面来考察身体锻炼量，并以身体锻

炼量来衡量身体锻炼的参与水平。该量表的重测信度

为 0.82。 

(5)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量表：该量表由作者自

编，用来测量我国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我妨碍行

为。问卷共有 14 个题目，分为 3 个维度，即寻求辩解、

减少努力以及抬举他人。采用 5 点计分法，从“完全

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为 5 级，得分越高，说明

自我妨碍的倾向性越高。该量表总分与 3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在 0.688~0.833，显示信度良好[13]。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人口统计学检验 

1)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性别差异。 

结果(见第 81 页表 2)显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他们的自我妨碍总分均高于平均得分，说明我国中学

生在体育锻炼中还是明显存在自我妨碍行为的，并且，

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表明男生更加容易

出现锻炼自我妨碍行为。其中，在减少努力维度上，

男生虽然比女生得分高，但并无显著差异(P>0.05)，且

得分均略低于平均得分；而在寻求辩解和抬举他人维

度上，男生和女生的得分均高于平均得分，且男生显

著高于女生(P<0.05)。男性被试的自我妨碍得分高于女

性，这与西方以及国内一些同类研究的结果相似。如：

国内学者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关于自我妨碍的性别

差异问题的研究也得出，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自我妨

碍得分[14]。 

2.2  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年龄差异 

结果(见第 81 页表 3)显示，总体上看，除减少努

力外，年级越高的学生，自我妨碍、寻求辩解、抬举

他人 3 个维度的得分均越高。为了进一步分析 4 个因

变量在年级间的差异，进行了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

示，以减少努力为检验指标时，4 个年级之间并没有

显著的差异(P>0.05)，而以自我妨碍总得分、寻求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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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抬举他人为检验指标时，初一和初二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但和高一、高二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

初二和高一、高二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高一和

高二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因此，可以看出随

着年龄的增长，中学生在锻炼中越来越容易出现自我

妨碍行为，辩解和抬举他人是常用的两种方法。 

 

表 2  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性别差异 

男女生 人数 自我妨碍 减少努力 寻求辩解 抬举他人 

男生 638 45.78±8.07 11.96±7.89 23.27±9.06 9.47±4.47 

女生 598 39.56±9.33 11.07±6.54 19.16±8.89 7.25±4.51 

t值  3.08 2.46 2.87 3.15 

P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年龄差异 

年级 人数 自我妨碍 减少努力 寻求辩解 抬举他人 

初一 288 37.78±9.07 12.04±6.45 17.27±7.06 8.47±5.47 

初二 308 38.53±8.13 12.12±6.04 19.16±6.87 7.25±3.56 

高一 296 41.78±9.07 12.96±7.09 17.35±8.16 11.47±4.27 

高二 344 46.73±6.43 11.07±6.14 22.16±7.76 13.50±8.51 

t值  4.18 3.42 2.57 4.15 

P值  ＜0.05 ＞0.05 ＜0.05 ＜0.05 
 

2.3  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的相关心理因素 

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分析表明，中学生锻炼自我妨

碍与任务目标取向、身体自尊等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与自我效能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与自我目标取向呈

正相关，但也不呈显著差异。其中在“减少努力”方面，

任务目标取向、自我效能等两个变量分别与减少努力呈

显著负相关(P<0.05)，而自我目标取向、身体自尊等变

量与减少努力则相关不显著(P>0.05)。在“寻求辩解”

方面，任务目标取向、身体自尊与寻求辩解有显著的负

相关(P<0.05)，自我目标取向与寻求辩解明显正相关

(P<0.05)，而自我效能与寻求辩解则无显著相关性

(P>0.05)。在“抬举他人”方面，任务目标取向、身体

自尊、自我效能与抬举他人呈显著负相关(P<0.05)，自

我目标取向与抬举他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从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到，影响减少努力、寻求辩

解以及抬举他人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在任务目标取向方面，

Ryska 等[15]指出，任务取向越高者，其自我妨碍行为越

低。在其他方面，Prapavessis 和 Grove[16]的研究结果显

示低自尊的运动员比高自尊的运动员较容易发生自我

妨碍行为；此外，Rhodewalt 等[17]认为有自我妨碍倾向

的人，可能容易对自己缺乏信心并且容易预期到失败

的后果，且高自我妨碍的人，倾向把结果归因于外在

的情境因素。 

在本研究中，由于使用了自编的 3 因素锻炼自我

妨碍量表，各种变量对自我妨碍影响的效果分别体现

在 3 种不同的维度上。例如，任务目标取向对 3 个维

度都有显著影响，身体自尊对寻求辩解和抬举他人两

个维度有显著影响，而自我目标取向却只对寻求辩解

产生显著影响，自我效能也只对减少努力和抬举他人

这两个维度产生显著影响。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

为之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区分自我妨碍

量表中的因素结构，大多数研究仅仅以单一总分作为

自我妨碍行为的测量，因此可能无法精确的区分不同

预测变量对不同自我妨碍策略的影响程度。而本研究

中将 3 种不同的自我妨碍策略加以区分后，则可以看

出不同的预测变量对于不同的自我妨碍策略有不同的

影响力。 

2.4  自我妨碍、身体自尊和自我效能对体育锻炼行为

的预测 

为考察自我妨碍、身体自尊和自我效能对体育锻

炼行为的预测作用，本研究首先对这些测量变量进行

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变量间相关系数由低

度到中度均显著相关(P<0.01)，且方向与预测一致。锻

炼自我妨碍与体育活动等级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身体自

尊和自我效能等与体育活动等级间的相关系数方向都

与预测假设一致，且均呈显著水平。同时，本研究采

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检验身体自尊以及自我效能在锻

炼自我妨碍行为预测体育锻炼等级水平是否存在中介

作用(见表 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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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我妨碍、身体自尊、自我效能、锻炼等级变量的预测回归系数 

 预测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值 Sig.显著性检验 决定系数 R2 残差系数

常数  46.165 0.000 

自我妨碍 -0.060 -3.010 0.003 

身体自尊 0.037 1.806 0.021 

自我效能 0.201 9.813 0.000 

0.174 0.909 
一 

效标变量：锻炼等级 

常数  53.710 0.000 

自我妨碍 -0.077 -4.035 0.070 

自我效能 0.291 16.175 0.063 

0.015  

效标变量：身体自尊 

常数  62.332 0.000 

自我妨碍 -0.163 -8.699 0.120 

身体自尊 0.285 16.175 0.051 

0.120  

二 

效标变量：自我效能 

常数  78.380 0.000 

自我妨碍 -0.202 -9.411 0.000 
0.09 0.954 

效标变量：身体自尊 

常数  70.173 0.000 

自我妨碍 -0.336 -6.945 0.000 
0.463 0.733 

三 

效标变量：自我效能 

  

 

1)P<0.05；2)P<0.01 

图 1  各因素之间的路径分析 

 

由表 4 和图 1 可以看到，影响中学生体育锻炼水

平的路径有 5 条，分别为：自我妨碍→锻炼水平；自

我妨碍→身体自尊→锻炼水平；自我妨碍→自我效能

→锻炼水平；身体自尊→锻炼水平；自我效能→锻炼

水平。 

在对中学生体育锻炼水平的影响因素中，自变量

自我妨碍水平并不是起主要决定性因素，但它对预测

中学生体育锻炼水平的大小有一定的作用，而研究结

果支持了自变量自我妨碍通过中介变量身体自尊及自

我效能的作用，对因变量体育锻炼水平进行预测的，

也就是说，这种作用也可以是通过中介变量身体自尊

及自我效能来实现的。 

3  结论 
1)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在性别上差异存在显

著性意义。总的来说，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锻炼自

我妨碍的行为。 

2)中学生锻炼自我妨碍行为在年龄上差异存在显

著性意义，高一、高二学生比初一、初二的学生更容

易有自我妨碍行为。 

3)中学生的任务目标取向和锻炼自我妨碍之间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在锻炼中任务目标取向上越低年级

的中学生越倾向于使用自我妨碍策略；而自我目标取

向与锻炼自我妨碍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4)中学生的身体自尊以及自我效能等预测指标与

锻炼自我妨碍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 

5)身体自尊、自我效能等变量在中学生锻炼自我

妨碍与锻炼等级之间可能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自我

妨碍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中学生的体育锻炼情况之外，

还可以通过这些中介变量来对其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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