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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能够反映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现状的体育学和心理学核心刊物作为对象，通过

对 1998-2007 年发表的有关运动心理学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共搜索到实证研究论文 659 篇。结果

发现：体育心理学研究仍显薄弱，定量研究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质性研究范式没有得到足

够的认识与重视。加强本土化研究，竞技运动心理学应坚持个案研究。深化对质性研究的认识，

整合“定量”与“质性”两种范式，是今后运动心理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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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selected core journals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and psychology as their research subject, 

which can reflect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es on sports psychology in China, analyzed totally 659 empirical re-

search theses about sports psychology, which were published between 1998 and 2007 and selected by the authors 

via internet and manual retrieval, and reve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researches on sports psychology are still 

somewhat inadequat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quantitative study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the normal forms of 

qualitative study are not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and valued; localized stud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researchers 

should keep doing researches on individual cas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psychology; deep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tative study and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normal forms are issues that should be showered 

attention on in future researches on sports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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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9、1980 年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会相继成立

以来，中国运动心理学研究发展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奥运争光计划

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水平，运动心理学同样也得到了发展。本

文选择能够反映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现状的体育和心

理学核心刊物作为查阅对象，心理学核心期刊包括《心

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通过网上检索

(关键词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与人工查阅的方法对

1998~2007 年发表的有关运动心理学的文章进行了查

阅，并对搜索到的文章内容进行分析，排除研究综述

与理论阐述方面的文章，最后确定 659 篇实证研究论

文作为分析对象。 

 

1  基本状况 

1.1  领域分布 

中国运动心理学从单一的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

发展到今天的竞技运动、体育教育以及锻炼心理学的

多元化研究。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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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科的不断交叉与融合，作为体育学与心理学的

交叉学科，运动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断产生，如已

出版的《体育社会心理学》[1]、《运动直觉研究》[2]。

即便如此，竞技运动、体育教育、大众健身 3 个领域，

仍然是现今运动心理学的主流方向，这从我国学者的

论著与综述论文中可窥见一斑[3-6]。 

1)竞技运动心理学。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是

竞技运动，研究对象是高水平运动员(在本研究归类中

也包括教练员)。其工作重点是围绕运动员的心理选

材、心理技能训练和心理咨询工作进行的[3]。中国运动

心理学开展初期主要就是以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为重

点。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武汉体育学院接管的国家

体委重点课题优秀运动员的心理选材则是中国竞技运

动心理学研究的先驱。该课题组对我国的田径、体操、

排球等项目运动员进行了各种心理测试，以确定各个

项目运动员所需的心理特征[7]。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

来，虽然体育心理学以及锻炼心理学迅速发展，但竞

技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仍是主流。从 1998-2007 年发表

的文章来看，竞技运动心理学为 339 篇，占总数的

51.44%。因此，目前竞技运动心理学依然占据着我国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2)体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是体育教育心理学的

简称，其研究领域是学校体育，研究对象是学生(在本

研究归类中也包括体育教师)。师范院校体育专业通常

都开设体育心理学这门课程，这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 9

门主干课程之一。体育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

如何有效地掌握运动技能和如何通过学校体育课和课

外体育活动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两个问题进行的[3]。在

我国，体育心理学与竞技运动心理学有着相同的研究

历史，但由于奥运争光计划以及竞技体育在体育运动

中的重要地位，体育心理学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已出

版相当数量的论著，但多数仍停留于借鉴、移植运动

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层面。从 1998-2007 年

我国运动心理学的研究来看，体育心理学为 170 篇，

占总数的 25.80%。因此，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比例还相

对较少，但呈逐年递增发展。 

3)锻炼心理学。锻炼心理学研究领域是大众体育，

研究对象是大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早期，

运动心理学家开始将注意从研究运动员的心理学转移

至普通人群身体锻炼的心理学方面，在 1988 年《运动

心理学杂志》更名为《运动和身体锻炼心理学杂志》

这一情况中得到证明[8]。在我国，锻炼心理学是运动心

理学研究中起步最晚的一类，但随着《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的颁布，群众对提高国民素质重要性的认识逐

步增强，活跃在该领域的运动心理学研究者也日益增

多。1998-2007 年，锻炼心理学的论文 150 篇，占论

文总数的 22.76%。 

1.2  研究范式选择 

心理学研究范式分为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所谓

定量研究是指从数量化的思路出发，运用心理量表或

其他手段对心理特征以及心理活动作定量测定，并对

所测数据进行严格的统计分析[9]。而“质性研究”是建

立在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的，它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开放式访谈、观察和现场

分析来归纳出心理活动的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并提出

新问题[10]。“定性研究”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所有非定

量的研究都可以归入到定性研究的范畴，如研究综述

或理论探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两

种不同范式，也是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

从质性研究概念来看，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开

放式访谈、观察和现场分析。对本文搜索到的运动心

理学文献研究范式进行分析发现，真正意义上的质性

研究只有刘方琳、张力为的《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定性

探索》[11]。这表明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仍然以科学心

理学的实证主义道路为主要研究路线，这在某种程度

上是受我国心理学主流研究范式的影响。 

1.3  方法应用 

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由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

以及具体方法论 3 者构成[12]。在本文中只考虑收集资

料、获得数据的具体方法，即一级方法，以及分析资

料、处理数据的方法，即二级方法，不涉及研究所遵

循的哲学指导方法[5]。 

1)一级研究方法。1998-2007 年我国运动心理学

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调查访问法、

实验法和测量法。其中，以测量法为主，占 60.09%。

而在选用测量工具时则以采用现成的量表为主，这在

所有入选论文中达到 311 篇，占 47.19%。此外，在实

验研究中以现场实验研究居多，占 18.51%。 

2)二级研究方法。对所有入选定量研究论文所采

用的数据统计方法进行分类，根据统计方法的复杂程

度将其分为 3 类，基本统计方法、多元统计方法和现

代高级统计方法。基本统计方法包括频数分布、T 检

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统计方法包括协方差分析、

多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和探索性因素

分析；现代高级统计方法主要是结构方程模型、多层

线性模型。1998-2007 年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中统计

方法的应用主要是以基本统计方法为主，占 54.25%。

在运用高级统计方法上，如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

模型研究较少，占 6.08%。40 篇论文中都只是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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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程模型，没有一篇论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统计

方法。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种统计方法过

于复杂，多数研究者对现代高级统计方法望而却步。 

 

2  评述 

2.1  体育心理学研究仍显薄弱，竞技运动心理学应坚

持个案研究 

在我国，作为与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有着同样历

史的体育心理学，无论是在研究数量，还是在研究质

量上都与竞技运动心理学相差甚远。该领域的研究仍

然停留于模仿、照搬、借鉴运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等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缺乏自己独立

的研究体系，这可以从目前体育心理学的论著中略见

一斑。查阅国内目前已出版的所有运动心理学论著，

可以发现体育心理学的论著是最多的，这说明体育心

理学的研究多处于理论探讨、哲学思辨状态，缺乏真

正意义的深入实证研究。我国体育心理学研究理论性

问题表现在缺少有特色的研究、缺少高水平的研究、

缺少系统化的研究、缺少服务性研究；实践性研究表

现在研究设计不合理与研究结果不真实上[13]。对近 10

年我国体育心理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体育心理

学的研究以教学实验为主，通常采用锻炼或心理干预，

分析其心理特征或技能表现的变化。 

参与体育运动的人群，特别是参与竞技运动的运

动员，对于这样的特殊群体想采用通则式研究，获得

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因果规律，通常的结果是不理想

的。一是高水平运动员群体数量本来就少，想要采用

大样本研究不易；二是获得的结果应用到不同运动员

身上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从运动训练实践的角度来

看，竞技运动心理学应当更加重视个案研究的应用。

个案研究在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中之所以应当被重

视，在于其特殊优越性：第一，个案研究方法有助于

对个体的探讨，如对奥运会冠军的个人发展历程，以

及在这种历程中表现出的心理特征；第二，个案研究

方法有助于对事件变化过程的深入探讨；第三，个案

研究方法有助于节省研究资金[14-15]。 

2.2  定量研究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调查研究中，对于问卷选择或者编制的问题应

得到足够重视。问卷选择时要与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

内容相适应。此外，有些研究者直接翻译国外量表进

行研究，这种“拿来主义”没有考虑问卷翻译的语言

等值性、文化适应性，也没有进行信效度检验，其后

果直接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真实、不可重复。我国学者

高旭、毛志雄[16]就对国内体育领域滥用 SCL-90 量表提

出了质疑。张力为[17]曾指出我国学者在借用外国自陈

量表所存在的文化适应问题。在问卷编制上，许多研

究没有严格按照纸笔测验编制的要求，对问卷的信度、

效度检验，特别是问卷的结构效度应当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验证，看模型结构是否与数据拟合。 

在实验研究中，实验设计和实验程序交待不清楚。

在实验设计上，许多研究在对被试者分组时往往都没

有经过随机化处理，以自然班组或依照个人意愿进行

分组。此外，我们都知道，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一

个区别就是定量研究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

如果实验设计不合理，特别是实验程序交待不清楚，

其他研究者很难能够依照你的研究进行重复实验，即

使做了，得到的结果往往也是不一致的。 

2.3  演化对质量研究的认识、整合“定量”与“质性”

两种范式 

由于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导致我国运

动心理学研究依然以定量研究范式为主，对于质性研

究范式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对于

心理学的两种研究范式是有一定概念的。但由于语言

翻译上的问题，大多研究者都把“定性研究”这个概

念当作“质性研究”。如有研究者对运动心理学研究论

文归类时将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类[18]。其

实不然，定性研究主要用思辨的方式对研究现象进行

解释，不要求研究者自己进入实地开展实征研究并提

供第一手资料，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一样要求研

究者深入实地开展实证研究，都很注重研究方案的设

计，并都有一套规范的研究程序和操作技术[19]。可见，

定性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是不等同的，甚至在英文中

找不到定性研究这个单词。 

与量化研究范式的检验假设相反，质性研究范式

被认为是一种假设生成研究。Locke(1989)[20]在其早期

的著作中曾指出，质性研究方法的规则并不像定量研

究那样要求苛刻，也正是因为质性研究的这一特点为

研究增加了许多创造性的机会。强调质性研究，并不

是排斥量化研究[21]。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是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的方式。目前，虽然国内已有讨论在心理学

研究中将“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文

章发表，但基本停留于讨论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以

及整合的理论模型，并没有在操作层面上探讨两者之

间的整合，也没有具体的整合研究报道。如何将这两

种研究范式在心理学研究中整合，将是心理学家包括

运动心理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1998-2007 年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取

得长足的发展。在研究领域上逐步拓宽，但仍以竞技

运动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和锻炼心理学为主；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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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上仍以定量研究为主；在研究方法应用上呈现多

样化，多种方法、手段结合的态势；在研究特色上，

本土化研究初现端倪。尽管我国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对

运动心理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对研究范式

与研究方法的把握与应用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

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与国际运动心理学研究存在的差

距，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在

借鉴和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方法、手段和技术的同时，

应根据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体育体

制，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心理学研究道路。我们相

信，伴随着中国体育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

运动心理学研究将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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