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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北省 4所大学 4个年级的 1 00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者，采用自编的《大学生
健身主观幸福感测量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且存在
学校类型、年级的显著差异，重点大学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更高；二年级、四年级学生健身主观

幸福感最低。(2)影响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因素是健身的体验、技能、情境、期望，且呈
正相关，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体验、技能、情境、期望。(3)影响因子可以有效地解释和
预测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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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the study by basing their testees on 1000 on-campus college students in four 

classes and using the Form of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y 

mad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1)the overall level of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relatively high, wherea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ype of college and class –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ajor universities is higher, while that of sophomore 

and senior students is the lowest；2)direct factors that affect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fitness experience, fitness skill, fitness emotion and fitness expectation in the decreasing order of affecting de-

gree, and are positively correlative with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3)the affecting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occurrence and change of subjective sense of fitness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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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锻炼心理学学者对健身与

主观幸福感有了一定的研究，开始关注健身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出现了一项健身与健康成年人的总体幸

福感关系的研究[1]。到了 70 年代，西方心理学对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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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绪影响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注重对幸福特征的描述

性分析（即幸福者有哪些特征），而缺少对健身者心

理因素（即哪些心理因素使他们对自己生活感到幸福

和满意）进行探索，而后者显然是现阶段研究的重点。 

在我国，有关健身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刚刚起步，

丁新华、王极盛[2]强调研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认

为大力开展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可以改善和提高青少

年的生活质量，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本研究目的

在于借鉴已有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编制出大学

生健身主观幸福感量表，探讨我国大学生健身主观幸

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希望可以为体育新课程所倡导

的主体性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1  调查对象 
    本调查共向湖北省 4所大学的 4个年级 1 000 名

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83 份，其中重

点大学 432 份、非重点大学 451 份；一年级 234 份、

二年级 229 份、三年级 221 份、四年级 199 份；男生

476 份、女生 407 份。 

 

2  调查方法与内容 

2.1  测量表制定 

在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测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

础上，参考 Ed Diener 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量表[1]编制

出《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测量表》正式问卷。量表

采用 5级记分制，健身过程中的生活满意度、愉悦感

以正向题为据（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愉悦感越高），

健身过程中焦虑感以负向题为据（分值越高焦虑感越

低），平均总体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的健身主观幸福

感越高。影响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健身体验、健身期望、

健身情境、健身技能的分值分别取各组成要素的平均

值。 

2.2  问卷（测量表）组成 

问卷组成如下。 

 

 

个人资料——学校类型、性别、年级 

健身主观幸福感——包括健身过程的生活满意度、愉悦感、焦虑感[1] 

 1）身体体验：大学生健身活动的效能感、流畅感、适应性、愉悦性； 
2）身体期望：大学生健身活动的内在价值[3]（自我目标实现、人格特征）、外在价值[4]

（健康水平和学业成绩）； 
3）健身情景：大学生对客观环境的感觉[5]（场地设施、体育组织、技术指导、信息宣
传）、人际环境[5]（家长、教师、同伴支持）、重要生活事件（就业压力、体育测试、健
身文化）； 
4）健身技能：大学生健身活动运动技能的多样性、完成健身任务的能力、健身的完整
性、体质状况、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 

 

调查内容在全面调查实施之前，先在湖北地区高

校进行了初试(测试人数 100 人)，根据测试结果，对

初测问卷特殊问题进行专家访谈，然后确定本课题的

调查内容，最后采用集体施测法，由课题组成员到各

高校各年级亲自发放问卷并收回。 

问卷由被测对象独立完成，调查表中的每一个项

目都要求被调查者如实填写，总量表、各分量表按其

程度分别赋值，所获得的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采用

SPSS11.0 统计软包分析处理。 

 

3  结果及分析 

3.1  问卷信度、效度 

对总量表、分量表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依

据特征根大于 1和碎石图，析出 5个因子（总量表）

可较好地概括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现状分量表原

始变量的信息，累积解释方差为 45.5%，这说明该量

表具有较高的结构信度，各分量表的信度表明 5个分

量表（除个人基本资料）的一致信度（Alpha）分别是：

0.83、0.81、0.76、0.72、0.70。 

3.2  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 

统计表明，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极低的 55 人

（1~2 分），占总人数的 6.23%；较低的 179 人（2~3

分），占总人数的 20.27%；较高的 649 人（3分以上），

占总人数的 73.50%。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表 2），大学生健身主

观幸福感的学校类型、年级主效应均极其显著

（F=11.78，P=0.000；F=12.36，P=0.000），学校类型

与性别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6.26，P=0.004），学

校类型、年级、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53，P=0.04）。 

 

 

 

影响因素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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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Sig 
学校类型 7.86 1 4.86   11.781） 0.00 
年级 8.19 3 5.31 12.36 0.00 
性别 2.05 1 1.03  2.06 0.13 

学校类型×年级 2.73 3 0.64  1.47 0.18 
学校类型×性别 5.92 1 2.16    6.262） 0.00 
年级×性别 2.28 5 0.47  0.98 0.56 

学校×年级×性别 6.53 7 1.05  2.53 0.04 
1）表示 P<0.001；2）表示 P<0.01 

 

进一步对不同学校类型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

作比较，发现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低

（重点大学（3.66+0.65）分，非重点大学为（3.38+0.74)

分）。在学校类型水平上分析性别差异，发现重点大

学男女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显著（男生

（3.63+0.78）分，女生为（3.61+0.74)分）；而非重点

大学男女生差异显著(F=0.46，P=0.024)，女生健身主

观幸福感更低（男生（3.46+0.75）分，女生为（3.28+0.74)

分）。 

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作多重比较，

发现一年级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最高（3.75+0.64）

分，然后迅速下降，二年级只有（3.22+0.71）分，三

年级上升（3.58+0.77）分，四年级降低为（3.31+0.72）

分。二、四年级与一、三年级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性

意义（P<0.01）。 

3.3  健身体验、期望、情境、技能与主观幸福感 

表 3的相关分析表明，健身体验、技能与大学生

健身主观幸福感呈中等正相关；健身情境与大学生健

身主观幸福感呈中等正相关，与健身体验呈较高正相

关（0.67）；健身期望与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呈中等

的负相关，与健身技能呈较高的正相关（0.56）。 

 

 

表 3  健身体验、期望、情境、技能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矩阵 

   因  子 平均值 1 2 3 4 5 
1(健身主观幸福感) 3.56 1.00     
2(健身体验) 3.84   0.501） 1.00    
3(健身技能) 3.49   0.431）   0.491） 1.00   
4(健身情境) 4.01   0.341）   0.671） 0.14 1.00  
5(健身期望) 3.15  -0.361）  0.15   0.561）   0.231） 1.00 
1）P<0.001 

 

3.4  四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观察 4因子与不同健身主观幸福感水平

的相互关系，以健身主观幸福感水平为因变量，以影

响 4 因子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

（stepwise-regression）探讨 4 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预

测作用（见表 4）。 

 

表 4  健身体验、技能、情境、期望与主观幸福感的多重回归分析参数 

健身主观幸福感 
因子 多元相关 

系数 r 
决定系数 

R 
增加释放量 
ΔR 

F值 净 F值 
标准化回 
归系数 

健身体验 0.490 0.347 0.146 117.013 117.013 0.321 

健身技能 0.433 0.387 0.124 84.361 16.787 0.265 

健身情境 0.342 0.357 0.098 71.310 22.125 0.212 

健身期望 0.357 0.308 0.087 72.211 25.554 0.203 

 

健身体验、健身技能对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构

成显著的回归效应；健身情境、技能对健身体验构成

显著回归效应；健身期望对健身技能构成显著回归效

应；健身情境对健身体验构成显著回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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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 4个，多元相关系数

为 0.455，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0.455，即表 4 中各个

变量可联合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 45.5%的变异

量。就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以健身体验的预测力

最佳，其解释量为 14.6%，其次是健身技能、健身情

境、健身期望，其解释量分别为 12.4%、9.8%和 8.7%。 

从多元相关系数来看，体验、技能、情境、期望

与健身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

0.490、0.433、0.340、0.357，也就是说，大学生健身

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其对健身的积极情感体验，技能状

况，社会、学校、家庭支持系统以及目标、价值取向

有密切的关系，并随着 4因子水平的提升，其健身主

观幸福感水平呈现向上趋势。 

多重回归分析所得的标准回归系数，可建立标准化

回归方程为：健身主观幸福感水平＝0.321×健身体验

+0.265×健身技能+0.212×健身情境-0.203×健身期望。 

 

4  讨论 

4.1  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现状 

研究表明，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比较

乐观，被调查对象中较高者为 73.50%，较低者为

20.27%，极低者为 6.23%。显然，如此高的大学生健

身主观幸福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热爱健身的良好品

质，有利于终身健身习惯的养成。 

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存在学校差异，非重点大

学学生的健身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重点大学学生；其

中，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重点大学学生的健身主观幸

福感比非重点大学高。可见，目前高校分等级制度引

起校园文化的差异和对健身的价值取向、归因方式影

响了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过去人们认为在整体上

情感体验，男女之间存在差异，结果发现，男女之间

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非重点大学男生的健身主

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与男生的社会角色规

定有关：在社会化进程中，男女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不

同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要求，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心理特

征[10]。 

研究还表明，不同年级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有

起伏，一年级时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最高，二年级

降到最低，三年级开始回升，四年级缓慢下降。二、

四年级是相对最低的两个年级，且与一、三年级存在

显著差异（P<0.01）。表明二、四年级是大学生处于健

身主观幸福感的转折期，正如Heady B[6]认为的“重要

的生活事件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此时关注大

学生健身心理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4.2  健身体验对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健身体验是影响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最主

要因子，可解释其 14.6%变异。已有的主观幸福感研

究表明，“主观性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特征之一，决

定人们是否幸福的不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而是

人们对事件进行的解释”[7]。学生成功的经验会提高

其自我效能感。相反，失败的经验会降低其自我效能

感[8]。本文研究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大学生健身主观幸

福感：健身体验，即健身过程中的主观体验是影响大

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子，如果学生体验不到

成功的健身愉悦感，久之，必然厌倦健身，降低自我

效能感，这也符合积极情绪“拓延——建构”[9]所阐

述的原理：积极情感体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健身主观

幸福感。 

4.3  健身技能对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健身技能是直接影响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

重要因子。健身活动技能的多样性，任务的重要性、

完整性是健身活动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发现，一年级

学生刚跨入校门，对新的学校生活还具有新鲜感，为

了得到新老师和新同学的认可，他们会更主动地关心

同学、关心集体，与同伴的关系显得较为和谐。同时，

较少的体育测试，简单的技术动作没有显示出体育技

能方面的差距，因此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最高。随着

教师、家长、学校对运动技能的强调，结业考试和评

比次数的增多，大学生越来越感到技能的重要，二年

级时，大学生之间的健身技能差距逐渐明显，这使大

学生的健身主观幸福感明显降低。三年级学校没有规

定体育课，也没有了考试压力，学生用已学过的技能

进行健身，对未来也充满信心，幸福感与二年级相比

快速回升。四年级，受社会就业压力和其它生活事件

的影响，又出现下降趋势。 

健身技能对大学生的健身主观幸福感不仅产生直

接影响，还通过健身体验产生间接影响：健身技能往往

决定着大学生面对健身任务时的感受，关系到大学生接

受表扬或批评的多少，也关系到教师、同学、运动伙伴

对自己的态度，从而必然决定着学生的健身体验。 

4.4  健身情境对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比客观环境具有重要的社

会支持作用，它可以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许多帮

助，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喜悦感、自尊、自信。这些

可以通过健身体验间接作用于他们的健身主观幸福

感。已有研究表明，“运动人际环境的好坏对运动的

实施有重要的影响，运动实施程度越高者，其父母的

支持和期望值越高，还拥有更多的运动伙伴，来自同

伴的支持、帮助与召唤也更多，易形成运动支持网络

和团队协作关系”[10]。罗森塔尔（R.Rosenthal）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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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期望的研究表明，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习能力以及学

业成绩的影响都是显著的[11]。Triandis[12]也认为，在集

体主义文化中，个人必须时刻保持与他人的协调(与服从

他人的需要和期望)，这有利于使他们体验到更高的主观

幸福感，也就是说，对大学生个体而言，良好的社会关

系可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我们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 

4.5  健身期望对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健身期望对其健身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现有的健身技能。这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健身主观幸福感产生的缺口／比值

假说：健身期望值与现有的健身技能间的“缺口”或

“比值”，缺口比值越小，主观幸福感越高。但进一

步分析发现，决定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是现

在的健身技能，健身期望值与现有的健身技能的“缺

口”只是起一定的作用，这可能表明，对大学生健身

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的“缺口”不是来自于自身的比

较，而是来自于他人的比较，正如社会心理影响假说

所认为的那样“社会心理因子会影响主观幸福感”。

二是通过健身情境或现有的健身技能再通过健身体

验。健身技能越好或健身技能差的大学生，他们就会

感觉到社会压力越大，健身技能的差距必然使学生体

验到健身积极情绪越少，主观幸福感越低。 

本研究也证明了健身期望的价值目标归因能够

作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机制，主要是大学生人

格特征、归因方式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发生

的关键是一个人的价值如何在外部事件与生活质量

之间进行协调，即人们对生活事件的解释。 

 

5  对提高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1)针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把健身活动分为体

能主导和技能主导两大类，科学地制定出他们能够实

现的不同健身项目的各自目标，目标制定能使每位大

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够实现，充分发挥他们的多种

健身技能，使他们看到实现目标、体验健身活动成功

的可能性，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在健身

活动中充分体验健身的流畅性、适应性、愉悦性，减

少健身的焦虑感，提高健身主观幸福感。 

2)针对不同类型技能的大学生，满足他们的健身

技能需求，进行健身活动技能的多样性、任务的重要

性、完整性的管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技能优势，积

极投入到自己所喜欢的健身项目中，形成自己的运动

项目偏好。 

3)逐步完善社会、学校、家庭对大学生的健身活

动支持服务系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关注大学生

生活中的重要生活事件，优化大学生的健身情境。 

4)规范学校管理，建立更加合理的健身考核评价

体系，注重学生的过程管理，评价学生更多的是纵向

比较，而不是横向比较，减轻学生的压力，让每位有

进步的学生都可以得到教师、学校的认可和表扬，从

而有效地增强学生对健身价值的认可度，用成功的健

身归因来解释大学生的健身主观幸福感。 

5)关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针对二、四年级大学生的

心理变化，及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咨询、疏导工作，

形成正确地评价健身价值取向和归因方式，协调重要生

活事件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做好对事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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