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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强化学习的行动者-评论家理论框架，探究大学生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坚持性的

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1 219 名大学生进行团体心理测量，考察大学生体测增值关注、锻炼

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和锻炼坚持性的关系。结果发现：(1)大学生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坚持性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r=0.40)，但在链式中介模型中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的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

(ES=0.044 6)；(2)锻炼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在体测增值关注和锻炼坚持性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由内部动机、执行意向的独立中介及两者间的链式中介效应组成，其效应值分别为 0.102 6、

0.135 4、0.090 2，各占总效应的 27.52%、36.32%、24.20%。(3)两者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低于各自

的独立中介效应，且与锻炼执行意向的中介效应存在统计学差异。研究表明，体测增值关注不能

直接影响锻炼坚持性，但能通过内部动机或执行意向间接影响锻炼坚持性，也可以通过内部动机-
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锻炼坚持性。强化学习理论可以有效指导未来锻炼行为中介模

型的构建及验证，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究体测纵向发展的预测偏差及增值评价等因素在该模型

中的具体作用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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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or-critic models framework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test value-added attention and exercise adherenc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 219 college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hysical fitness 

test value-added atten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exercise adh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test value-added attention 

and exercise adherence (r=0.40), but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the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ES=0.0446). (2)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composed of 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two, and the effect value was 0.1026, 0.1354 and 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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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27.52%, 36.32% and 24.20%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3)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two was lower than their independent mediation effect,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effect of exercise execution intention and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value-added attention of physical test cannot directly affect exercise adherence, but it can 

indirectly affect exercise adherence through internal motivation or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lone, and it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exercise adherence through the chain intermediary of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heory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constru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future exercise 

behavior intermediary models, and subsequent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 

model's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of prediction bias and value-added evaluation.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fitness test value-added attention；exercise adherence；internal  
motivation；implementation intention；chain mediation effect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作为国家体育强国战略的重

要内容之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国

家在各个层面采取诸多举措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其中，在学校体育层面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在大、中、

小学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但是，多年来学生体质健康发展仍旧不尽人意，

其主要症结还是在于青少年锻炼不足。纵观国家层面

发布的系列相关政策，体质健康测试(以下简称体测)

的根本宗旨在于有效促进学生的体育锻炼坚持性。目

前，国内现有研究表明体测可以促进学生的锻炼坚持

性[1]，但是关于其理论模型研究还不够深入，相关研究

仅涉及到学校、家庭、动机、意向、情绪体验等因素[2]。

这些研究可以从机制上解释体测如何影响锻炼行为，

但在实际干预层面还未能有效促进学生体质发展。主

要在于，现有研究忽略学生自我内在发展要素可能会

对锻炼坚持性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推行《标准》实

施过程中，体测结果反馈会引起学生怎样的认知关注，

该认知关注又将如何影响锻炼坚持性，这些问题值得

探究。 

前人研究发现体测会引起学生对体测结果的关注[3]，

但主要侧重学生对单次(当年)体测结果的关注，可能

只考虑及格或优秀与否，并不利于学生锻炼外部动机

的内化。实际上，学生对体测结果的关注可能更多指

向自己前后成绩的变化。笔者前期研究中提出“体测

增值关注”的概念，是指大学生对自己当年与去年体

测结果纵向变化的关注[4]。2020 年发布的《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强调要重视对学生的增

值性评价，即要通过学生自身测验成绩的纵向比较来

评价其学习效果[5]。已有研究表明，增值评价能有效增

强学生的锻炼积极性及体质健康水平，建议要依据学

生体质健康纵向变化情况进行记分，以此鼓励学生自

我锻炼的意识与行为[6-7]。据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发展

前人关于体测结果关注的概念，侧重将体测增值关注

引入对锻炼坚持性影响的作用机制中。 

在已有锻炼行为的模型研究中，中介变量的确定

主要是基于本学科领域的理论指导，或是由相关研究

结果演绎而形成，但关于模型复杂程度及中介变量确

定还缺乏多学科视角。目前，强化学习被认为是建构

决策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实验已经证明大脑就

是通过多巴胺神经元的发放将奖励预测偏差传递给学

习的大脑结构并进行决策[8]，可见强化学习为脑科学及

行为科学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实际上，锻炼

坚持行为属于大脑决策范畴，故可以用强化学习框架

来指导锻炼行为的中介模型构建。作为强化学习最有

代表性的方法，行动者-评论家(actor-critic，AC)框架

不仅包含求解复杂决策问题的算法，同时也常用于人

类决策过程的建模。该框架指出行动者与评论家的结

构是独立的，评论家是根据感知信息对状态进行评估，

而行动者则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来确定行为动作[9]。神

经科学家发现，强化学习对环境状态的评估与动机有

关。在人们锻炼坚持行为的决策中，内部动机与评论

家的作用类似，主要用于形成与决策相关的评估；执

行意向则与行动者对应，在内部动机结果的基础上产

生行为。为此，研究基于强化学习 AC 框架，将锻炼

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体测增值关注

与锻炼坚持性关系的作用机制中。 

 

1  假设模型的提出 
1.1  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坚持性的关系 

锻炼坚持性是指个体坚持长期、有规律、长持时

体育锻炼的内隐心理特质和外显行为状态[10]。研究表

明：体质测评可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认知、锻炼动机

及锻炼行为等。如家庭健身测验、健康风险评估活动

将激励人们产生坚持规律锻炼的意向和行为，学生关

注自身健康变化会增加个体花费更多精力、时间投入

余暇锻炼[11]。学生锻炼结果的自我比较认知更易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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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意图以促进锻炼坚持性[12]。由此，提出假设 H1：

体测增值关注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锻炼坚持性。 

1.2  锻炼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 

锻炼内部动机是个体基于自身兴趣或内部需要而

产生锻炼行为的心理倾向，其作为自主决定进程中的

一个核心要素，与体测增值关注有着密切联系。研究

表明：学习效果的自我比较评估可有效促进学生的内

在学习动机，关注自己的体质健康状况和积极健康信

念也可能有助于增强锻炼内部动机[13]。可见，体测增

值关注可积极影响锻炼内部动机。同时，大量研究也

表明：在运动者的参与动机中，处于行动阶段的内部动

机对锻炼坚持意图与实际行动具有最大的影响效应[14]。

而且，自身体质健康发展目标的内化可通过激发个体

自我决定动机来促进锻炼坚持性。据此，提出假设 H2：

锻炼内部动机在大学生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坚持性关

系中可能发挥中介作用。 

1.3  锻炼执行意向的中介作用 

执行意向是“如果-那么”计划，连接着情景线

索和目标导向反应。执行意向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何时、

何地及采取何种行动以实现目标，会帮助个体将锻炼

的具体行动计划与情景线索相匹配，从而提高锻炼行

为的解释力[15]。研究表明，体测增值关注可能积极促

进锻炼执行意向，如大学生对自己力量、耐力、灵敏、

协调等素质的认知评价以及体测结果的关注，可积极

预测锻炼参与行为。多项研究表明：锻炼执行意向作

为中介变量可有效增强个体将行为意向付诸行动的可

能性[16-17]，如执行意向可有效促进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参与意向向锻炼行为的转换[18]。此外，研究也表明健

康状况自我评估、运动效果反馈及排名等可以直接预

测人们的锻炼坚持性[19]。由此，提出假设 H3：体测增

值关注可能通过锻炼执行意向的中介作用影响锻炼坚

持性。 

1.4  锻炼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强化学习的行动者-评论家(AC)理论认为人的决

策过程包括两个计算过程，一是动作价值的评估过程，

二是动作执行可行性的评估过程。锻炼内部动机主要

是根据学生感知到的体测纵向结果信息对动作价值进

行评估；执行意向则与行动者对应，其在内部动机评

估结果的基础上来确定行为动作。已有研究表明：内

部动机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增强锻炼态度、控制感、

自我调节行为等来提升锻炼意向，进而形成更多的行

动计划激发锻炼参与[20]。进一步，在各种因素对锻炼

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内部动机和执行意向也发挥

着独立或链式中介作用。近期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和

自我认同分别作为环境与自我的重要因素，均可以通

过激发内部动机来提升锻炼意向或承诺等心理决策，

进而对大学生锻炼行为产生积极影响[21]。 

可见，在锻炼行为预测模型的研究中，锻炼内部

动机与执行意向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取决于锻炼行为的

预测因素。就大学生体测增值关注影响锻炼坚持性的

作用路径而言，由于体测增值关注是学生在外界环境

中对自己体测数据的一种感知，该感知能否实际产生

锻炼坚持行为，要经过动作价值与动作执行可行性的

认知计算过程，即体测增值关注可能先作用于锻炼内

部动机，然后再通过锻炼执行意向来优化锻炼行为。

由此，提出假设 H4：在体测增值关注影响锻炼坚持性

时，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效应可能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

执行意向及锻炼坚持性的链式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者 

采用整群抽样法，通过问卷星对浙江省 4 所高校

1 331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112 名学生因测试

时间不足及测试信息不完整而被剔除，得到有效被试

者 1 219 人(平均年龄(19.31±1.14)岁，男 642 人，女

577 人)，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59％。 

2.2  研究工具 

1)体测增值关注问卷。 

采用笔者编制的《体测结果关注问卷》中关于体

测增值关注的维度作为测量工具[4]。问卷由 4 个条目组

成，如“与去年相比，我体质测试的总分发生了变化”

“与去年相比，我体质测试哪个单项的成绩发生了变

化”“与去年相比，我体质测试优势项目的成绩发生了

变化”“与去年相比，我体质测试弱势项目的成绩发生

了变化”。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关注，

7 表示非常关注”，总分由 4 个条目得分相加而成，得

分 越 高 表 示 关 注 越 强 。 在 本 研 究 中 ， 该 问 卷 的

Cronbach’s α为 0.891。 

2)锻炼内部动机问卷。 

对 Deci 等[22]编制的《内在动机测查——任务评价

问卷》进行再修订，问卷包括兴趣或愉悦感、价值或

重要性、知觉选择 3 个维度，共 24 个条目，如“我认

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等，

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根大

于 1 的因素共 3 个，共解释方差 88.364%，KMO=0.938，

P<0.001。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943，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952、0.915、

0.852。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三因子模型拟合良好，
2χ /df=3.322 ， CFI=0.906 ， TLI=0.870 ， IFI=0.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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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0.104，表明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3)锻炼执行意向问卷。 

对 Brickell 等[23]编制的《锻炼执行意向问卷》进行

再修订，问卷由 3 个条目组成，如“为了提高自己的

体质健康水平，我计划好了今后的每周内哪个时间去

哪里锻炼”“为了提高自己的体质健康水平，我已经计

划好了今后的每周内采用哪些方式进行锻炼”等。采

用 Likert 7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

全符合”，总分由 3 个条目得分相加而成，得分越高表

示执行意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942。 

4)锻炼坚持性问卷。 

对王深等[24]编制的《业余体育锻炼坚持性问卷》

进行再修订，问卷包含锻炼行为、努力投入和情绪体

验 3 个维度，共 15 个条目，如“我能投入一定的时间、

金钱、精力来坚持体育锻炼”等，采用 Likert 7 点评

分。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 3 个，

共解释方差 67.712%，KMO=0.942，P<0.001。在本研

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930，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845、0.873、0.887。验证性因

素分析表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 2χ /df=1.979，

CFI=0.961，TLI=0.950，IFI=0.962，RMSEA=0.066，表

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2.3  数据采集与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团体施测，通过问卷星对

学生进行在线调查。主试由研究者本人和经过培训的

教师担任，征得学校教学主管部门批准和任课教师的

配合，利用学生自习课时间(大约 15 min)，向学生讲明

研究意图并强调自愿、匿名、据实填答等原则，然后

学生在安静教室里通过手机扫码完成在线调查。使用

SPSS 22.0 与 AMOS 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统

计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然后通过回归分析、结构方

程模型对研究假设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变量的测量全部采用被试者自我报告方

式，由此可能带来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故采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进行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未经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8 个，

第 1 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16.92%，远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3.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从相关矩阵(见表 1)中得知，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

坚持性呈显著正相关(r=0.400，P<0.01)，与内部动机显

著正相关(r=0.438，P<0.01)，与执行意向显著正相关

(r=0.399，P<0.01)。锻炼坚持性与内部动机呈显著正相

关 (r=0.572 ， P<0.01) ， 与 执 行 意 向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r=0.738，P<0.01)，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呈显著正相关

(r=0.497，P<0.01)。 

 

表1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与锻炼坚持性的相关性 

变量 M SD 1 2 3 

1 体测增值关注 20.41 4.409    

2 锻炼内部动机 101.63 15.588 0.4382)   

3 锻炼执行意向 14.23 4.376 0.3992) 0.4972)  

锻炼坚持性 50.55 11.629 0.4002) 0.5722) 0.7382)

1)P＜0.05；2)P＜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1)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对锻炼坚

持性的回归分析。 

为探讨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对锻

炼坚持性的预测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前三者

为预测变量，以锻炼坚持性为结果变量，进行分层回

归分析。 

由表 2 可知，模型 1 中进入回归方程的为体测增

值关注，其解释变异量为 16%；模型 2 中将内部动机

纳入回归方程后，体测增值关注与内部动机的联合解

释变异量(R2)为 35.4%，其中内部动机的解释变异量

(△R2)为 19.4%；模型 3 中再将执行意向纳入回归方程

后，3 个变量对锻炼坚持性的联合解释变异量(R2)为

60.3%，其中执行意向的解释变异量(△R2)为 24.9%，

且每个预测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后所增加的解释量均达

到显著性，这表明体测增值关注可能通过内部动机与

执行意向间接影响锻炼坚持性。 

 

表 2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对锻炼坚持性的

回归分析结果 

锻炼坚持性(1) 锻炼坚持性(2)  锻炼坚持性(3)
预测变量 

β t β t  β t 

体测增值关注 0.400 14.7232) 0.185 6.9822) 0.052 2.4462)

锻炼内部动机   0.490 18.4892) 0.255 11.3002)

锻炼执行意向     0.590 26.6412)

R2 0.160 0.354 0.603 

△R2 0.160 0.194 0.249 
F 216.7562) 311.7952) 574.1322) 

2)P<0.01 

 

2)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 AMOS 22.0 建构模型并进行验证分析，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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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体测增值关注影响锻炼坚持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模

型拟合结果显示：RMSEA<0.05，SRMR<0.08，CFI、

TFI、IFI 指数皆在 0.90 以上，说明各项拟合指数皆达

到良好水平。 

模型及标准化路径见图 1。 

 

 

 

图 1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和锻炼坚持性的

关系模型及标准化路径 

从图 1 可见，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的直接

作用不显著(效应值为 0.04)，而是通过内部动机和执

行意向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锻炼坚持性。体测增值关注

显著正向影响内部动机(效应值为 0.43)和执行意向(效

应值为 0.39)，内部动机显著正向影响执行意向(效应

值为 0.57)和锻炼坚持性(效应值为 0.40)，执行意向显

著正向影响锻炼坚持性(效应值为 0.65)。 

关于各条路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3)：研

究假设中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的总预测效应为

0.372 8，各中介效应与总中介效应估计值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总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328 2。其中，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锻炼坚持性”路径的中

介效应为 0.102 6，“体测增值关注—执行意向—锻炼坚

持性”路径的中介效应为 0.135 4，“体测增值关注—内

部动机—执行意向—锻炼坚持性”路径的中介效应为

0.090 2。但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的直接效应不

显著，效应值为 0.044 6。此外，内部动机的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 27.52%，执行意向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6.32%，两者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4.20%。

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低于两者的独

立中介效应，且其与执行意向的中介效应之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 

表 3  中介效应及效应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体测增值关注、锻炼内部动机、锻炼

执行意向及锻炼坚持性四者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体测增值关注与锻炼坚持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体

测增值关注能够解释锻炼坚持性 16%的变异，证实体

测增值关注对大学生锻炼坚持性具有积极的促进功

效，验证了研究假设 H1。这可能使大学生体测增值关

注过程具备更强的认知关联性，即通过健康意识的唤

醒、积极情绪的体验等促进锻炼坚持性。就如人们在

抗疫期间明显增强对自身体质强弱的关注，并试图通

过坚持锻炼改善体质抵抗疾病[25]。同时，对疫情期间

大学生网络体育课程学习的调查发现：同学们一致认

为“疫情导致体能明显下降，深感危机，打算采取行

动开始锻炼”，这表明当大学生通过自我比较而获得体

质下滑的结论时，就会增加患病风险评估进而促进锻

炼坚持性。本研究结果与董宝林等[11，20]的研究相吻合，

所不同的是体测增值关注进一步细化对学生体质健康

信念的解析。 

同时，研究还发现：在两者间纳入内部动机与执

行意向这 2 个中介变量后，体测增值关注到锻炼坚持

影响路径 Effect SE LL(95%CI) UL(95%CI)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锻炼坚持性(Ind1) 0.102 6 0.010 9 0.083 0 0.124 8 

体测增值关注—内部动机—执行意向—锻炼坚持性(Ind2) 0.090 2 0.009 4 0.073 2 0.110 9 
体测增值关注—执行意向—锻炼坚持性(Ind3) 0.135 4 0.017 2 0.103 3 0.169 1 

总间接效应 0.328 2 0.021 9 0.286 6 0.371 1 
直接效应 0.044 6 0.022 0 -0.001 3 0.200 6 
总效应 0.372 8 0.026 0 0.321 8 0.423 8 

C1(Ind1-Ind2) 0.012 4 0.013 2 -0.014 4 0.036 7 
C2(Ind1-Ind3) -0.032 8 0.020 4 -0.073 8 0.005 5 
C3(Ind2-Ind3) -0.045 2 0.020 7 -0.086 9 -0.005 7 



 
116 体育学刊 第 28 卷 

 

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两者间的总间接效应显著，且

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可见这 2 个变量完全中介

了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的影响。以上结果表明，

没有加入中介变量时体测增值关注能够预测锻炼坚持

性，但加入中介变量后，体测增值关注对于锻炼坚持

性的影响是通过内部动机和执行意向的中介作用来实

现的，说明体测增值关注是影响锻炼坚持性的一个远

端变量，这可能与体测增值关注的自身表征有关。动

机强化学习理论认为，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是“感知

—合评价—奖励信号—强化学习—决策—动作—感

知”的循环流程，个体要通过包括基于任务执行和基

于情感价值这 2 个评价过程获得的联合奖励信号来调

整行为策略。体测增值关注是学生的一种注意朝向，

是学生在外界环境中对自己体测数据的一种感知，但

感知并非能直接产生行为，而是要通过价值评估和执

行评估的作用才能优化锻炼行为。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体测增值关注可通过锻炼内

部动机、执行意向的独立中介效应以及两者间的链式

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大学生的锻炼坚持性，所以研究假

设 H2、H3 与 H4 均成立，这表明强化大学生的锻炼内

部动机与锻炼执行意向是体测增值关注影响锻炼坚持

性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强化学习理论已成为研究人

与动物决策过程的一个通用框架，其基本思想是智能

体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根据环境对自己行动策略的

评价与反馈而形成的奖励信号来优化其行为策略，以

实现最大化总回报的目标任务。强化学习双模型包括

习 惯 化 系 统 (model-free ， MF) 和 目 标 导 向 系 统

(model-based，MB)；MF 根据经验进行值估计，MB 根

据环境模型(奖励和转换函数)进行推理预测，而身体

活动可能是由 MF 和 MB 相互协作、分层执行的复杂

行动组合。Conroy 等[26]指出，身体活动的习惯系统可

以通过“知觉到情境线索→身体活动概念→自动情感

评价→激活身体活动”的作用路径来实现，目标导向

系统则是“行为选择→形成行为意向→启动行动计划

→实施身体活动”。 

据此，一方面，可以基于目标导向强化学习的视

角，从态度和意向等认知构念来理解锻炼内部动机的

中介效应。体测增值关注可直接关联到患病风险认知、

锻炼价值感、基本心理需要、锻炼结果预期、自我效

能等心理要素，这些因素都会加大整合锻炼行为的认

知资源库，促进锻炼动机、锻炼意向的行为转化。正

如，自我决定动机理论认为：人们天生拥有积极的自

我完善与不断学习的倾向，社会环境因素可以激励或

阻碍个体的学习动机。那么，体测增值关注水平越高

的学生往往对自我发展的需求也越高，他们可能会更

多获取体质健康促进的相关环境信息，比如教师的锻

炼技能指导、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锻炼任务、测试成绩

的反馈、教师或同学们的重视与认可等。前人研究表

明：当一个学生因积极关注体质健康提升的重要价值

而努力参与体育锻炼时，这种自我认可和选择过程更

容易激发锻炼内部动机，且拥有较强锻炼内部动机的

青少年在体育课中则可能表现出更大的运动乐趣及更

多的体育参与[27]。 

另一方面，可以从情感构念的自动化学习过程理

解执行意向的中介效应。在认知双系统间，自动情感

评价可以与 TPB 的态度构念发生互动，作用锻炼意向

以影响体育活动。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讲，体测增值

关注是大学生对体测结果纵向变化的自我朝向，这种

注意朝向将直接促使学生联想到当时的体质测试场

景、以往体质测试的体验、以往各个项目测试的结果

等，进而自动激活学生记忆中的锻炼习惯表征，具体

包括 800 或 1 000 m 跑、立定跳远、仰卧起坐或引体

向上、坐位体前屈及 50 m 跑等各类相关锻炼的强度、

时间与频率。该记忆激活方式可以扩散到认知决策网

络中密切相关的节点，产生自动情感评价。这种对身

体活动的瞬时积极情感体验可以让学生自动连接前瞻

性记忆或回溯性记忆线索，并对其锻炼计划性和目标

意向进行关联挖掘来提升执行意向，而执行意向作为

自我调节的灵活工具可以提高学生追求体质健康促进

目标时采取的有效认知，进而促进锻炼坚持性。当然，

在目标导向系统中学生对可执行锻炼行为的决策还要

考虑认知与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不管是基于身体

活动的竞争、协作，还是层级控制理论，体测增值关

注可以通过诱发自动情感评价来联结习惯系统与目标

导向系统间的相互作用通道，通过增强执行意向等心

理决策进而优化锻炼坚持性，所得结果与前人观点相

吻合[27-28]。 

研究表明，体测增值关注的间接效应表现在通过

增强内部动机、执行意向的独立中介作用来促进锻炼

坚持性，以及通过锻炼内部动机到执行意向的传递作

用，进而促进个体锻炼坚持性。但是，这 3 种不同路

径中介效应值的大小排序为：执行意向独立中介>内

部动机独立中介>内部动机-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且

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链式中介效应与锻炼执行意向

的独立中介效应存在统计学差异；这表明内部动机与

执行意向可能会相互牵绊，导致链式中介效应有所减

弱，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对自己体测增值的不同预测偏

差所引发。强化学习的评估和执行模块的计算过程都

是基于预测偏差原理，个体要根据刺激对自己有利还

是有害来选择行为，并且因预测偏差而不断修正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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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效价估计进而优化其后续行为。研究表明：个

体在强化学习任务中的情绪与行为反应并非由结果所

预测，更准确来说是由期待价值和预期偏差的计算而

预测[29]。那么，从强化学习的角度来看，体育锻炼可

以被认为是旨在达到预期体质健康状态的一系列行为

决策，而体测增值关注就直接与学生的评价认知过程

相关联，学生在对自己体测成绩纵向比较的过程中，

评价信息不仅包括自己进步、退步与否，更重要的是

可能还包括体测增值的预测偏差(预期体测增值和实

际体测增值之差)。在预测偏差低时(实际高、预期低)，

直接诱发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诸如满意、愉悦、兴趣

等)，其意义在于对前期锻炼行为的价值认同，通过这

种获得感进而激发锻炼内部动机。但是，由于当下自

己实际体测增值已经达到自身预期，可能会导致学生

锻炼执行意向的下降，从而削弱内部动机的中介效应。

在预测偏高时(实际低、预期高)，甚至体测结果未达

到及格或优秀时，由于实际结果未达到预期，加之达

标或达优的强制要求，目标导向反应会自动启动，学

生会直接增强锻炼执行意向，试图通过增加锻炼行为

来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但是，由于学生可能又会因

为感知到的锻炼回报偏低而减弱锻炼价值认同感，不

利于锻炼兴趣与内部动机的形成或提升，就会削弱执

行意向的中介作用。可见，由于不同预期偏差可能导

致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不同激发状态，致使两者链

式中介作用的减弱。 

研究启示学生关注自己体测增值的过程，是从自

身实际情况出发，评价自己的努力是否取得成效，以

此体验到自己的“进步”与“希望”，进而促进锻炼行

为的强化。然而，目前高校体测结果反馈内容与模式

都还相对滞后，不能及时满足学生对自己体测成绩的

结果性评价与增值性评价的多元需求。基于本研究结

果，建议各高校在《标准》实施过程中，要力争建设

本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评与干预的智慧平台，重视对学

生体测增值数据的反馈与奖励，并给每位学生设置适

宜的体测增值目标，提供匹配的运动干预方案、创设

增值评价的教学环节等，以便于形成目标设置、动机

激发、执行力推动、锻炼坚持的正强化闭环模式。正

如在后期实验干预研究中，当以书面报告形式将学生

体测增值的结果(包括各单项及总分的成绩变化、班级

排名变化等)反馈给他们时，学生体测增值关注水平就

可得到有效提高，进而向老师寻求具体锻炼方法并打

算执行锻炼计划等。因此，体育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

基于学生体测增值关注的心理过程与表现特征，通过

创建各类体育锻炼或体质健康促进的环境信息，促使

其与学生内隐的自动情感评价及理性的认知构念发生

关联，进而有效增强学生锻炼的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

这样才能实现体测增值关注对锻炼坚持性更大化的正

向效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立足强化学习理

论框架探究体测增值关注影响大学生锻炼坚持性的作

用机制，但也存在不足：首先，本研究的变量均采用

问卷法测量，虽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

但仍有可能受其影响，故未来研究需采用纵向跟踪或

实验干预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所得结果。其次，本研

究只考虑内部动机与执行意向的中介作用，但现实中

可能还存在诸如习惯强度、自我效能、归因方式、应

付方式等调节变量的影响，这些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尤其是，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基于强化学习理论构建体

质健康增值评价影响锻炼行为的决策模型，考虑将锻

炼行为的决策计算分解成动作价值评估和动作执行评

估 2 个部分，不断探索各自输入与输出变量，进一步

探究体测增值预测偏差及增值评价等因素在该模型中

的作用机制等问题，旨在为学生体质健康干预提供新

理论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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