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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构建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特尔菲法、AHP层次分析等方法，
通过总结分析社会适应能力的相关概念，界定了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内涵；通过分析大学生社

会适应能力的可评价性，以及对评价指标的选择，确定了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内容；通

过进一步应用 AHP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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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a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ith the use of such 

methods as Delphi and AHP level analysis the authors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related concepts, determined the cont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indexes by analyzing the evaluable na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and selecting evaluation indexes, and determined index weights by further applying AHP 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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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中提出健康的定义：健

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一种完好状

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是体弱而已。新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也明确指

出：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将获得体育与健康的知

识和技能，提高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

等方面的水平。社会适应能力作为三维健康观中一个

重要维度，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行和实施，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的培养研究日益受到体育工作者的重视。基

于对当前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客观有效的评价需

要，在综合当前有关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构建了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分析综合国内外有关社会适应能力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本研究将社会适应能力的概念界定为：个

体在一段时间内，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

特征表现总和。 

 

1  社会适应能力评价的可行性 
第一，社会适应能力是开放的、影响是多元化的。

社会适应能力的开放性是指社会适应能力的变化发

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受到校

园环境、心理特征、生活环境、人群特征等因素的影

响，但这些影响，个体之间的表现存在差异。而这种

差异通过某种特征描述后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个体之

间的这种比较就是社会适应能力可评价的基础。 

第二，社会适应能力是变化的，在一段时间内表

现出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如果在某一时间范围的变化幅度较大，那么社会

适应能力的评价则不可行，因为此时个体的社会适应

能力变化较大，即使得出评价结果，也不能说明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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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内的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水平。只有把变化幅度

缩小到相对稳定的范围，评价才具有意义。 

第三，社会适应能力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把环境

作为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来分析，使得社会

适应能力表现出一定的环境特性。基于学校具有同质

的总体特征，使得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具有本

质上的可行性，也就是在同样的环境中用同一标准对

不同个体进行比较才具有评价意义。学校的环境虽然

会因为地域、层次、规模和类别等差异使得校园环境

有所不同，但是在总体上学校环境是相对稳定的。 

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具体的时间段内、在相对

稳定的环境中选定统一标准进行衡量是可以进行比

较的，而这种个体间的比较就是评价的可行性所在。 

 

2  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 
对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研究主要是将社会适应

能力的构成要素从行为表现和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

中分离出来，重点是根据评价目的和原则寻找稳定的

特征集合。 

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环境适应、人际

适应和个体发展，并且每一指标的下级指标有认知、

适应和行为 3个分指标，综合相似的指标概念，共形

成 6个三级指标，即环境认知、环境适应、人际认知、

人际适应、个体认知、个体行为。基于体育课程实施

的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应该体现在上述 6个评价指标

之中，根据体育课程建设的要求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概

念构建三维健康观视野下的大学生社会适应评价指

标为：环境认知包括社会角色、社会约束、民主意识，

环境适应包括信息收集、信息鉴别、应变能力、生存

能力，人际适应包括人际沟通、互动状态，个体认知

包括竞争意识、拼搏精神、冒险精神、团队精神、协

作意识，个体行为包括抗挫折能力、竞争手段、协作

行为、自我学习能力及现代生活方式选择。 

2.1 环境认知指标 

环境认知指标主要包括社会角色、社会约束和民

主意识，其中社会角色是指对个体在某一环境中过去

行为表现的评估和认可，以及对未来的预期。选定此

指标主要是在体育运动中对角色的要求具有明显的

特征，例如在足球运动中后卫和前锋的位置决定了各

自的角色，这是由体育运动的规律决定的，长时间的

角色扮演和模拟能够促进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认可，而且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体育课程对学生角色的

认可程度。 

社会约束主要指个体在某一环境中对其规范的

认识程度和自我约束程度。在体育课程教学中能够深

刻体验社会约束指标的要求和规范，体育运动的开展

是在某一运动规则的要求下进行的，体育课程的实施

有助于学生的社会约束意识的增强，因此这一指标的

选定能够反映体育课程的教学效果。 

民主意识指个体在某一环境中参与的意识和想

法。在体育运动中对民主意识的促成是强烈的，因为

体育运动的竞技性是由参与者的实力决定的，来不得

半点弄虚作假，无论是活动的内容还是活动的程序都

渗透着高度的民主、公平、公正的精神，因此公平、

公正在体育运动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此基础上

的民主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具有积极的意

义。 

2.2  环境适应指标 

环境适应主要包括信息收集、信息鉴别、应变能

力、生存能力。信息收集和信息鉴别主要在环境认知

的基础上对个体需要的信息采取的主动行动，对新的

应用则表现在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上，这里需要指出

环境适应是建立在良好的身体体质和健康的心理状

况基础上的。在体育课程的实施中应变能力能够得到

明显强化，无论哪一种体育运动项目，具体活动过程

中没有固定的模式，比如网球，每次发球都会产生不

同运动轨迹，每次接球都会应对来自不同方向和不同

力量强度的变化，这就使得学生在运动中强化了应变

能力，进而映射到社会生活中去。在众多体育运动项

目中，不同的运动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2.3  人际适应指标 

人际适应主要包括人际沟通和互动状态，所谓互

动状态主要是指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区别于人际

沟通的技巧性。体育运动对于发展个体间和集体间的

共同认知和感情具有明显的效果，20 世纪我国的“乒

乓外交”就是有力的佐证。同样在体育课程的实施过

程中也具有明显的效果，人际适应既是反映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的有力指标，也是反映体育课程教学效果的

有效评价指标。 

2.4  个体适应指标 

个体适应主要包括个体认知和个体行为。个体认

知主要包括竞争意识、拼搏精神、冒险精神、团队精

神、协作意识；个体行为主要包括抗挫折能力、竞争

手段、协作行为、自我学习能力以及现代生活方式选

择。竞争意识、拼搏精神、冒险精神、团队精神和协

作意识是任何体育运动都能够培养的，用此来反映社

会适应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是可行的。

个体行为主要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判断社

会适应能力的主要依据；个体行为是在综合环境认

知、人际认知和个体认知的基础上的集合。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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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选择是在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而价值观

念的形成又受到体育运动的影响，体育运动中的自由

平等、和平相处、付出决定收获、崇尚知识等思想处

处可见，尤其是终身体育的理念能够影响现代生活方

式的选择。作为可以调节人们生活节奏、扩展人们生

活空间的体育，将会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5]。个体行为中的其他指标，如抗挫折能

力、竞争手段和协作行为是具体的行为表现，以此作

为评价指标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社会适应能力的真

实状况；自我学习能力是基于学生在体育运动中的自

我认识和自我反省而进行的主动的自我变革，此评价

指标能够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反映真实情况。 

 

3  基于 AHP 的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权重

分配 
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评价指标的权重：  

第 1 步，建立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层次

结构图(见图 1)。 

 

 

 

图 1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层次结构图 

 

第 2 步，按专家意见，对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按 1~9 区间进行比例标度，按 A、B、C、D 4 个层次

构造判断矩阵，矩阵数据通过专家访谈、特尔菲法所

得，限于篇幅，仅构造 C1、C2对 B1的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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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B1层下 C1、C2的权重分别为：0.67，0.33。 
同理，得其他层次指标的权重。 
第 3步；一致性检验 

单排序检验，以 B1层为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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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得 RI=0，因为 0不能做分母，则两项计算结果具可

靠性，通过一致性检验。 

同理，检验其他层次排序一致性,均具可靠性通过

一致性检验。 

第 4步，综合整理，将各层次评价指标权重进行

计算并进行总排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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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权重分配表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社会约束(0.330) 

民主意识(0.354) 
环境认知 

（0.362） 
社会角色(0.316) 

信息收集(0.218) 

信息鉴别(0.302) 

应变能力(0.354) 

环境适应取向 

（0.281） 
环境适应 

（0.638） 

生存能力(0.126) 

人际认知（0.461） 人际认知(0.461) 

人际沟通(0.453) 
人际适应取向 

（0.316） 人际适应（0.539） 
互动状态(0.547) 

竞争意识(0.212) 

拼搏精神(0.167) 

冒险精神(0.157) 

团队精神(0.243) 

个体认知 

（0.406） 

协作意识(0.221) 

抗挫折能力(0.187) 

竞争手段(0.227) 

协作行为(0.243) 

自我学习能力(0.181) 

个体发展取向 

（0.403） 

个体行为 

（0.594） 

生活方式选择(0.162) 

 

研究实施体育课程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

不仅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且也是进一步完善体育课程功能的有效手段。本文

围绕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对大学生的社会适

应能力影响，从研究界定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概念

入手，在进一步分析社会适应能力评价可行性的基础

上，构建了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不

仅是新时期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评价体系本

身，从关注学生体质健康评价和心理健康评价，向社

会适应能力评价的拓展与完善，而且也是实现新颁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教学目

标的必然，并以期对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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