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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601 名特奥会智力残疾运动员为对象，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对成就目标

定向、完美主义和运动成绩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掌握趋近目标定向和追求完美对运动

成绩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2)成绩回避目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定向和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对运

动成绩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3)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和掌握趋近目标定向通过追求完美可间接预

测运动成绩，且对追求完美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4)成绩趋近目标定向、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和

掌握回避目标定向通过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可间接预测运动成绩；(5)成绩回避和掌握回避对消极

反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成绩趋近对消极反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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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their subjects on 601 intelligence handicapped athletes trained for the Paralympic Games,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relations between achievement target orientation, perfectionism and sports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corre-

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apprehending proximity target 

orientation and pursuing perfection have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on sports performance; 2)performance 

evasion target orientation, apprehending evasion target orientation and passive reaction of imperfection have a direct 

nega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on sports performance; 3)performance proximity target orientation and apprehending 

proximity target orientation can indirectly predict sports performance via pursuing perfection,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on pursuing perfection; 4)performance proximity target orientation, performance evasion 

target orientation and apprehending evasion target orientation can indirectly predict sports performance via passive re-

action to imperfection; 5)performance evasion and apprehending evasion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on passive 

reaction, while performance proxim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on passive reaction. 

Key words: sports psychology for handicapped people；achievement target orientation；perfectionism；intelligence 

handic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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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心理因素对运动成绩的影响日益显出其重 要性。作为动机领域广泛研究课题之一的成就目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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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理论被引入体育运动领域后，形成了许多关于目标

定向理论在体育运动领域的研究成果[1]具有很重要的

应用价值[2]。成就目标定向是个体对成功的意义或目的

的知觉[3]。早期的成就目标理论把成就目标划分为掌握

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掌握目标定向关注的是自

身能力的提高以及对任务的掌握，成绩目标定向关注

的是自己的能力是否超过别人或成绩是否获得公众承

认[4]。 

随着对成就目标研究的深入，学者不断提出三分

法[5]和四分法[6]。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用目标定向四分

法进行实证研究，并指出成就目标四分法比三分法和

二分法更为合理[7-8]。四分法是指掌握趋近、掌握回避、

成绩趋近和成绩回避 4 种目标定向。掌握趋近目标是

指关注任务的理解和掌握以及自身能力的发展，将成

功归因于努力，倾向于进行自我比较；掌握回避目标

是指害怕不能理解和掌握任务，担心自己的能力停滞

不前；成绩趋近目标是指关注目标的结果，关注别人

的看法和评价，进行能力归因和社会比较；成绩回避

目标是指回避能力的比较和消极评价，害怕承担没有

把握的任务。 

大量研究表明，成就目标是运动成绩的预测变量，

但在成就目标与运动成绩之间包含着一系列的中介过

程。Flett[9]认为运动员的完美主义在体育竞技当中是一

个非适应性的因素，并且它和对成绩目标的专注以及

对掌握目标的忽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此，完美主义

者可能把重心集中在求证他们的能力而且疏忽改良他

们的能力，这在未来的竞争中将会对他们的表现产生

有害的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不同结果，即完美主义对运

动员有积极影响，一些研究者已经确认完美主义是在

运动中达成出色表现的一种关键特质[10]。Daniel 和

Knisten[11]的研究中也揭示了完美主义是奥运冠军身上

的一种人格特质。依照 Slade[12]的观点，完美主义可以

分为积极维度和消极维度：积极完美主义具有关注于

接近目标的认知和行为的特点，而消极完美主义的特

点是关注于回避目标的认知和行为。 

关于运动员的完美主义和成就目标的关系，运动

领域现有研究大多沿用了两维成就目标结构，即掌握

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13]，并未研究完美主义的积

极和消极方面是如何与接近-回避目标定向相关的。

事实上，对目标定向的四维区分将会更进一步澄清运

动员完美主义和其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在研究对象上，目前目标定向的研究大多关注学

生，对运动员的研究较少，对智力残疾运动员的研究

更是没有。同时，我国对完美主义的少量实证研究集

中于临床及教育领域，运动领域内针对完美主义的实

证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未见[14]，更不用说在智力残疾运

动员这一特殊对象上。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验证我国智力

残疾运动员的四维成就目标定向结构；二是以智力残

疾运动员为样本，目标定向为自变量，并加入完美主

义这个中介变量，研究成就目标定向、完美主义对运

动成绩的预测关系。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被试者来自第 12 届特奥会的轻度智力残疾运动

员。根据研究目的将被试者分成两个样本群。样本群

1：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360 份，有效问卷 347 份。

其中男运动员 177 人，女运动员 170 人，运动项目有

田径、体操、皮划艇、保龄球、举重、龙舟、板球、

手球。样本群 1 的数据用于验证我国智力残疾运动员

目标定向的结构。样本群 2：选择来自特奥会个人运

动项目中的轻度智力残疾运动员，发放问卷 300 份，

回收 28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54 份。男运动员 125 人，

女运动员 129 人，运动项目有田径、体操、皮划艇、

保龄球、举重。样本 2 的数据用于探讨目标定向、完

美主义与运动成绩的关系。 

1.2  研究方法 

1)运动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定向量表(自编)。根据每

种目标定向的定义编制项目，特别是掌握回避目标定

向在运动领域研究中没有可借鉴的项目，需要根据定

义重新编制， 初确定 59 道题。然后，对这些项目进

行初步的修改和筛选，检查同一维度上的项目之间有

无重复；检查是否每一个维度上都包含了定义中所表

达的内容；请专家审查项目的归类和表达的意思是否

符合维度。对 10 名轻度智力残疾运动员预试，看是否

符合其智力理解水平。测试并访谈，对其中的个别措

辞予以修改。再次通过小组讨论确定运动领域目标定

向量表， 终问卷为 29 道题。本量表采用 5 点计分，

1 为非常符合，2 为比较符合，3 为一般，4 为比较不

符合，5 为非常不符合。 

2)运动领域完美主义量表。采用 Stoeber[15]简版的

《完美主义量表》，通过修订编制成《运动领域完美主

义量表》。包括追求完美和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两个分

量表，项目数分别为 5、5，使用 5 级评分标准。验证

性因素分析显示：χ2=62.250，df=34，χ2/df=1.831，

GFI=0.965 ， NFI=0.970 ， IFI=0.986 ， TLI=0.981 ，

CFI=0.986，RMSEA=0.049。对量表及各维度进行内部

一致性检验，总量表α系数为 0.818，两个分量表的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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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 0.989、0.787，该量表信效度指标良好。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智力残疾运动员的成就目标定向四维结构

的验证 

为进行结果分析，须先按田径、体操、皮划艇、

保龄球、举重等运动项目及性别的不同进行成绩的标

准化。其中，成绩先转化为平均数为 0 的 Z 分数，再

转化为平均数为 50 的 T 分数[16]。皮划艇和田径项目在

转化为 Z 分数后，反向计分，再转为 T 分数。参与统

计分析的数据是 T 分数。 

对样本 1 的数据进行分析，删除异常数据。使用

SPSS15.0 和 AMOS7.0，结合验证性分析中的拟合指数、

每个项目的负荷、量表开发的项目数量要求以及预测

访谈时了解的情况等因素，将负荷较低的项目删除。

终得出 20 道题的《运动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定向量

表》，包括成绩趋近目标定向、成绩回避目标定向、掌

握趋近目标定向和掌握回避目标定向 4 个维度，每一

维度上的项目数分别为 6、3、8、3。使用 AMOS7.0

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χ2=298.922，df=164，

χ 2/df=1.823 ， GFI=0.891 ， NFI=0.967 ， IFI=0.985 ，

TLI=0.982，CFI=0.985，RMSEA=0.057。对量表及各维

度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总量表α系数为 0.861，4 个

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 0.985、0.976、0.859、0.967。

结果表明，自编的《运动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信效度指标良好。 

2.2  智力残疾运动员成就目标定向、完美主义和运动

成绩的相关性 

1)成就目标定向与完美主义的相关性。 

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正相关非常显著

(0.672，P<0.01)，与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呈非常显著

负相关(-0.761，P<0.01)；掌握趋近目标定向与追求完

美正相关非常显著(0.531，P<0.01)，与对不完美的消

极反应相关不显著(-0.064，P>0.05)；成绩回避目标定

向与追求完美相关不显著(-0.054，P>0.05)，与不完美

的消极反应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0.729，P<0.01)；掌

握回避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相关不显著(-0.026，

P>0.05)，与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

(0.757，P<0.01)。 

2)完美主义和运动成绩的相关性。 

追求完美与运动成绩呈非常显著正相关(0.724，

P<0.01；0.586，P<0.01))，即追求完美倾向越高，运动

成绩也会越高，反之亦然。不完美的消极反应与运动

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即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越强烈，

其运动成绩越差，反之亦然。 

3)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的相关性。 

趋近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存在很非常显著的正相

关(0.724，P<0.01；0.586，P<0.01)；回避目标定向与

运动成绩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0.720，P<0.01；

-0.716，P<0.01)。 

2.3  智力残疾运动员目标定向通过完美主义对运动

成绩的影响 

上述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目标定向各维度与完美

主义两维度相关显著，而完美主义两维度与运动成绩

也都呈现显著相关，目标定向各维度与运动成绩也相

关显著。所以，本研究假设：追求完美、对不完美的

消极反应是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的中间变量。为验证

假设，将数据与模型进行拟合，以目标定向为自变量，

完美主义为中介变量，运动成绩为因变量，建立路径

分析模型。探索与本研究一致的结论，并尝试发现新

的结果补充或更正研究假设。 

1)竞争模型 1。 

根据目标定向(2 维或 3 维)与完美主义不同维度的

研究结果[7，13]，以及智力正常运动员的目标定向与运动

成绩的关系研究结果[17]，提出竞争模型 1(见图 1)。 

 

图 1  智力残疾运动员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竞争模型1 

 
2)竞争模型 2。 

根据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成绩趋近目标经常是

不适应的，当同时具有成绩趋近目标和掌握趋近目标

的时候才是适应的，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可能是“动机

双刃剑”[18]。所以在竞争模型 2 中，我们假设成绩趋

近并不直接影响运动成绩(如图 2)。 

 

图 2  智力残疾运动员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竞争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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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争模型 3。 

Stoeber[7]对高中运动员的研究表明成绩趋近目标

与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高度相关，由此，我们提出第

3 个竞争模型，增设成绩趋近目标指向对不完美的消

极反应这一路径(如图 3)。 

由表 1 可见，竞争模型 1 的拟合指数χ2/df、RMSEA

没有达到结构方程的统计要求，数值差距较大；竞争

模型 2 的拟合指数χ2/df、RMSEA 虽稍微好点，但没

有达到结构方程的统计要求；竞争模型 3 的拟合结果

中各路径系数的 C.R.值均已大于 1.96，说明各路径系

数显著，不需删减。模型 3 的各项拟合指数良好，从

数据上支持了该模型。 

 

 

图 3  智力残疾运动员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竞争模型3 

 

表 1  三个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46.340 5 9.268 0.954 0.985 0.987 0.944 0.987 0.181 
模型 2 47.837 6 7.973 0.953 0.985 0.987 0.953 0.987 0.166 
模型 3 4.049 5 0.811 0.995 0.998 0.999 0.999 1.000 0.011 

 

3  讨论 

3.1  运动情境中的成就动机目标定向的 4 维结构 

本研究通过对自编的《运动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定

向量表》结构的验证，表明运动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定

向量表具有 4 维度结构。这与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19]。这可能是因为特质性目标定向的存在，目

标定向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在不同领域也能发现相

同的 4 维目标结构。 

3.2  智力残疾运动员成就目标定向、完美主义和运动

成绩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正相关

显著，与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呈显著负相关；掌握趋

近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呈显著正相关，与对不完美的

消极反应相关不显著；成绩回避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

相关不显著，与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存在显著正相关；

掌握回避目标定向与追求完美相关不显著，与不完美

的消极反应存在显著正相关。 

除了成绩趋近目标与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呈显著

负相关外，别的相关结果与 Stoeber[7]对高中运动员的

研究相一致。Stoeber 的研究结果是成绩趋近目标与对

不完美的消极反应呈正相关，同是运动领域，研究结

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智力残疾运动员这一特定对象所

导致。正常个体或正常运动员的成绩趋近目标越高，

面对失误时的情绪反应越强。然而，我们在施测与访

谈过程中发现，智力残疾运动员在面对错误、失误时

的自责、愤怒情绪比一般运动员低，可能是其自尊意

识发展得较为缓慢；同时，高成绩趋近目标的智力残

疾运动员，会比较听教练的建议，在教练的指导下，

面对错误、失误时的自责、愤怒情绪会较容易舒缓。 

本研究中，追求完美与运动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不完美的消极反应与运动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即高度

追求完美的个体，其运动成绩会较好；高消极反应的

个体，其运动成绩会因此受到影响而降低。这与完美

主义的适应性研究相一致[20]，基本不存在文化差异。

完美主义的积极方面则包括完美主义个体有高个人标

准、争取 优秀等，会产生比较好的表现、能力达成、

忍耐，从而促进运动成绩；完美主义的消极方面包括

过度关注错误、期待与结果间的差距感和消极的反应

等，会产生焦虑、恐惧和低自尊[21]，从而对运动成绩

产生不良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成绩趋近目标定向、掌握趋近

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皆存在显著正相关；成绩回避目

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皆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这与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22]。但教

育领域的研究表明当同时具有成绩趋近目标和掌握趋

近目标的时候才是适应的，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可能是

“动机双刃剑”[18]。有可能，从教育领域转变到运动

领域后，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掌握趋近目标定向的联

系更为密切，所以才有上述的研究结果。因为，交互

作用的观点认为，成就目标是情境和个体差异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23]，也就是说，不同情境下，个体表现

出的成就目标定向的特点和作用效果有所不同。 

3.3  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完美主义对运动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成就目标定向对运动成绩有直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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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作用。掌握趋近目标定向对运动成绩有着直接

的正向预测作用；成绩回避目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

定向都对运动成绩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

高掌握趋近目标定向的个体，其运动成绩会因此而提

高；高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和高掌握回避目标定向的个

体，其运动成绩会因此受到影响而降低。在国内外运动

领域，尚未有 4 维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的预测研

究，所以无法比较；但与国外相关理论假设相一致[24]。

高掌握趋近目标定向的个体，坚信努力的作用、低焦

虑、高坚持性，更易获得良好运动成绩；高成绩回避

目标定向的个体，坚信能力固定不变、高焦虑、低坚

持性，会对运动成绩有负向作用；掌握回避目标定向

的个体，坚信努力的作用、中等焦虑、中等坚持性，

易对运动成绩有不良作用。本研究结果中成绩趋近目

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相关显著，但不能直接预测运动成

绩，可能是由于完美主义两维度的中介作用所导致。

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完美主义的两个维度追求完美、

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都高相关，使得成绩趋近目标定

向对运动成绩的直接预测作用不那么显著。 

从本研究 终验证的成就目标定向与运动成绩的

关系模型可以发现，成就目标定向的两个维度成绩趋

近和掌握趋近可以通过追求完美间接预测运动成绩，

成绩趋近、成绩回避和掌握回避通过对不完美的消极

反应间接预测运动成绩。那些高成绩趋近、高掌握趋

近的个体，他们容易形成积极的完美主义，因此他们

的各种行为表现会提高运动成绩。低成绩趋近、高成

绩回避、高掌握回避的个体，他们容易形成消极的完

美主义，因此他们的各种行为表现会降低运动成绩。 

高掌握趋近的个体，具有适应性的效能感判断、

低焦虑、高努力、高坚持的特点，易形成适应性完美

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者能够正确对待错误、富有自

信，这对运动成绩有积极的影响。高成绩趋近的个体，

具有效能感判断不客观、中等焦虑、成功时高努力的

特点，如果同时具有高掌握趋近，则易形成适应性完

美主义，对运动成绩有较积极的影响。高成绩回避的

个体，具有低效能感、高焦虑、低努力的特点，极易

形成不适应性完美主义；他们会过多关注错误、较强

失败感、缺乏自信，这就对运动成绩有消极的影响。

高掌握回避的个体，具有低效能感、中等焦虑、中等/

高努力的特点，极易形成不适应性完美主义，这就对

运动成绩有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智力残疾运动领域，成就目标定向存在成绩趋

近、成绩回避、掌握趋近、掌握回避 4 维结构；智力

残疾运动员的掌握趋近目标定向和追求完美对运动成

绩有着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智力残疾运动员的成绩

回避目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定向和对不完美的消极

反应都对运动成绩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智力残疾

运动员的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和掌握趋近目标定向都可

以通过追求完美间接预测运动成绩，从路径系数可以

看出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和掌握趋近目标定向对追求完

美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智力残疾运动员的成绩趋近

目标定向、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和掌握回避目标定向都

可以通过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间接预测运动成绩，从

路径系数可以看出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和掌握回避目标

定向对消极反应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成绩趋近目

标定向对消极反应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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