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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进行检验与评估ꎬ为培养学生形成规律的行为习惯ꎬ并
提出相应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选取上海市 ３５３ 名 ７ ~ １５ 岁学生同时完成 ＴＰＢ 量表调查和 １ 周加速度器测量ꎬ
分析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青少年平均每天休闲性体力活动时间为(１５.２６±１１.２１) ｍｉｎꎬ行为意向是

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唯一直接影响因素ꎬ贡献率为 ８.９％ꎮ 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联合预测行为意向 ３３.２％的变异

量ꎬ主观规范对休闲性行为和行为意向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影响男生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是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ꎬ
其贡献率为 ４０.３％ꎻ影响女生行为意向的只有感知行为控制ꎬ其贡献率为 ２７.４％ꎮ 结论　 我国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

低于国外ꎬ计划行为理论对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的预测达到了中等影响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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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显示ꎬ虽然青少年体质与健康状况下滑趋势得到遏

制ꎬ但新型威胁也随之呈现ꎬ如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继

续增加、心血管疾病呈低龄化趋势、体育锻炼时间不

足等[１－２] ꎮ 针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堪忧的现状ꎬ２００７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ꎬ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广大

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发展ꎬ不断提高青少年乃至全民族

的健康素质ꎮ 体力活动对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至关重要ꎬ长期性体力活动能够降低青少年心血管疾

病、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ꎬ增强其心肺功能ꎬ改善抑郁

等情绪[３－７] ꎮ 目前一些学者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研究

主要从社会因素 (借助社会认知理论、社会生态理

论)、个体因素(借助计划行为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进行研究ꎬ概括起来归结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ꎮ 其

中ꎬ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以

较少变量涵盖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心理因素ꎬ从信息加

工的角度ꎬ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来解释个体行为

的决策过程ꎬ各因素能对个体行为意向和行为做出有

力解释[８] ꎮ ＴＰＢ 理论认为ꎬ行为意向反映了个人对于

某项特定行为的执行意愿ꎬ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ꎬ而
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３
个因素的影响ꎮ 国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ꎬ计划行为理

论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锻炼行为[９－１０] ꎮ 本研究借

助仪器测量客观地评价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参与

１５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水平ꎬ评估和检验计划行为理论对青少年休闲体力活

动参与行为的预测力和解释力ꎬ从而提出相应干预理

论依据ꎬ培养学生规律运动的行为习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抽取上海市杨浦区、闸北区和浦东新区的

２ 所小学(二 ~ 五年级ꎬ共 １７ 个班级)和 １ 所中学(七

~八年级ꎬ共 ７ 个班级) 共 ４９６ 名青少年作为调查对

象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４７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ꎮ 参与 １ 周

体力活动测量的学生为 ４９６ 名ꎬ其中仪器佩戴属于有

效数据的 ３７２ 名(测试者需佩戴仪器至少 ３ ｄ 以上ꎬ且
每天≥１０ ｈ)ꎬ有效率为 ７５.０％ꎮ 综合考虑加速度器测

量和 ＴＰＢ 问卷同时有效的数据共 ３５３ 份ꎬ其中男生

１７５ 名(４９.６％)ꎬ女生 １７８ 名(５０.４％)ꎻ二年级学生 ７４
名(２１.０％)ꎬ三年级学生 ４７ 名(１３.３％)ꎬ四年级学生

６６ 名(１８.７％)ꎬ五年级学生 ６４ 名(１８.１％)ꎬ七年级学

生 ３６ 名 (１０.２％)ꎬ八年级学生 ６６ 名 (１８.７％)ꎮ 年龄

分布在 ７ ~ １５ 岁ꎬ平均年龄为 １１.１４ 岁ꎮ
１.２　 仪器测量法

１.２.１　 测量工具 　 本研究将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

定义为:“青少年在 １ 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上学

前、放学后及节假日)自主选择自己爱好的体育活动

及其他能使自己达到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ꎬ以达到愉

悦身心、实现自我期许ꎬ以满足休闲需要为价值取向

的社会化活动” [１１－１２] ꎮ 通过佩戴 １ 周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型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ꎬ运用

ＡｃｔｉＬｉｆｅ ６.５ 数据分析软件ꎬ并参考王超等[１３] 研究中划

分的符合青少年强度分类标准的体力活动强度临界

值ꎬ依据加速度器中所记录的每个时间间隔的 ｃｏｕｎｔｓ
值将体力活动分为不同的强度:久坐不动( ＳＰＡꎬ１ ~
１００)、低强度体力活动( ＬＰＡꎬ１０１ ~ ２ ８００)、中等强度

体力活动 ( ＶＰＡꎬ ２ ８０１ ~ ４ ０００)、 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ＰＡ≥４ ００１)ꎬ进而选取青少年 １ ｄ 体力活动中除

８:００—１６:００在校学习时间以外时间段的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数据(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ꎮ 相关研究指出ꎬ青少年连续 ７ ｄ 佩戴加速度

器可对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做出较好评估(预

测组内相关系数＝ ０.７６ ~ ０.８７) [１４] ꎮ
１.２.２　 测量过程　 首先由调查员讲解本研究的目的ꎬ
在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后ꎬ向学生发放仪器ꎻ其次ꎬ向
学生讲解仪器的使用规范及注意事项(参与者被告知

需佩戴在髋部右侧ꎬ连续佩戴仪器 ７ ｄꎬ除睡觉、洗澡、
游泳外不可取下)ꎮ 测量开始后ꎬ调查员每天去学校

督促学生佩戴仪器ꎮ 测量结束ꎬ调查员按照名单回收

测量仪器ꎮ 使用 Ａｃｔｉｌｉｆｅ ６.５ 软件导出测量数据ꎬ按照

数据筛选标准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ꎮ

１.３　 问卷调查法

１.３.１　 ＴＰＢ 量表编制　 量表由 Ａｊｚｅｎ[１５] 的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

量表开发而来ꎬ由基本信息和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
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４ 个 ＴＰＢ 模型维度组成ꎮ 其

中ꎬ行为意向由 ３ 个问题构成ꎬ如“我计划在下周空闲

时间里至少锻炼 ３ 次ꎬ每次运动能使我喘不过来气”ꎬ
从“完全不可能”到“完全可能”分别计 １ ~ ７ 分ꎻ行为

态度由 １ 个问题构成ꎬ有 ３ 个选项ꎬ包括 １ 个工具性态

度项目(好的、差的)和 ２ 个情感性态度项目(令人兴

奋的、无聊的ꎬ有趣的、无趣的)ꎬ题干为“我认为在下

周空余时间里最少锻炼 ３ 次(每次能让我喘不过气)
这件事是?”ꎬ从“差的”到“好的”分别计 １ ~ ７ 分ꎻ主观

规范由 １ 个问题构成ꎬ“在我身边重要的人(如父母、
老师或朋友)ꎬ认为我应该在下周至少锻炼 ３ 次”ꎬ从
“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 １ ~ ７ 分ꎻ感知行为控

制由 ３ 个问题构成ꎬ如“我可以基本决定自己会在下

周空余时间至少锻炼 ３ 次 ( 每次运动都喘不过来

气)”ꎬ从“非常小的控制” 到“完全控制” 分别计 １ ~
７ 分ꎮ
１.３.２　 信效度检验及问卷发放 　 研究所用量表由笔

者译成中文ꎬ与一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讨论和修改ꎬ
然后将翻译版本与英文原版进行对比ꎬ并结合上海体

育学院教师给出的研究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和调整ꎬ最
终形成“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参与行为影响因素量

表”ꎮ 将量表发送给 ５ 位专家ꎬ然后在 ４０ 名 １５ ~ １６ 岁

的学生中进行初测ꎬ基于专家和学生的意见对量表进

行再次修改ꎮ 经测量该量表的行为意向(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 ０. ８４)、行为态度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 ０. ８１)、主观规范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 ０. ７４)、感知行为控制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
０.６７)信度较好ꎮ ＴＰＢ 量表发放采用当场收发的形式

并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ꎮ 为保证低年级学生问卷的

填答质量ꎬ由调查员逐题解读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对青少年休闲性

体力活动和 ＴＰＢ 因素进行描述性及相关分析ꎬ运用分

层多元回归方法分析 ＴＰＢ 因素对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

行为和行为意向的解释力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和 ＴＰＢ 因素相关分析　
１ 周内休闲性体力活动的结果显示ꎬ在闲暇时间段内

(除８:００—１６:００ 在校学习时间以外的时间)ꎬ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时间为(１５.２６±１１.２１) ｍｉｎ / ｄꎮ 青少年休

闲性体力活动的行为意向均值为(３.９３±１.７８)分ꎬ行为

态度为(４.９９±１.７６)分ꎬ主观规范为(５.２１±１.８２)分ꎬ感
知行为控制为(４.６３±１.６４)分ꎮ 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行

为ꎬ与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

２５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０.０５)ꎻ行为意向与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行为态度

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青少年 ＴＰＢ 各因素与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３５３)

ＴＢＰ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行为意向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行为意向 ０.３００∗∗

行为态度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１∗∗

主观规范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４∗

感知行为控制 ０.２３５∗∗ ０.５６３∗∗ ０.３５５∗∗ ０.３０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 ＴＰＢ 模型对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的预测力ꎮ 首先将行为意向纳入回归

方程ꎬ 行为意向与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呈正相关 ( β ＝
０.３００ꎬＰ<０.０１)ꎬ行为意向能正向预测 ＭＶＰＡ 参与行

为ꎬ其贡献率为 ８.７％ꎻ其次ꎬ加入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后

模型 ２ 能够解释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 ９.１％的方差ꎻ第三ꎬ
将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纳入回归方程ꎬＴＰＢ 各变量能

够联合解释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 ８.９％的变异量ꎬ且行为

意向是唯一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ꎮ 行为意向内

部分层多元回归研究结果发现ꎬＴＰＢ 各因素能正向预

测行为意向 ３３.２％的变异量ꎻ行为态度(β ＝ ０.１４８ꎬＰ<
０.０１)和感知行为控制(β ＝ ０.５０４ꎬＰ<０.０１)能够预测行

为意向ꎬ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青少年 ＴＰＢ 各因素与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ｎ ＝ ３５３)

模型 变量 Ｒ 值 Ｒ２ 值 调整 Ｒ２ 值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１ 行为意向 ０.３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０８７ １.８９１ ０.３２２ ０.３００∗∗

２ 行为意向 ０.３１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１ １.５４４ ０.３８８ ０.２４５∗∗

感知行为控制 ０.３１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６６６ ０.４２０ ０.０９８
３ 行为意向 １.６２０ ０.３９５ ０.２５７∗∗

感知行为控制 ０.７９３ ０.４４１ ０.１１６
行为态度 －０.３７７ ０.３５２ －０.０５９
主观规范 －０.０８７ ０.３３０ －０.０１４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不同性别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行为意向的回

归分析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的青少年进行 ＭＶＰＡ 参

与行为、行为意向的回归分析ꎬ计划行为理论因素能

够正向预测男生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ꎬ贡献率为 ５.１％ꎬ行
为意向是男生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唯一的预测因素(β ＝

０.１９７ꎬＰ < ０. ０５)ꎮ 女生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回归结果表

明ꎬＴＰＢ 变量预测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方差的 １１.８％ꎬ行
为意向是唯一能预测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的因素 ( β ＝
０.２７６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性别青少年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性别 变量 Ｒ 值 Ｒ２ 值 调整 Ｒ２ 值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男(ｎ ＝ １７５) 行为意向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１ １.３１５ ０.６４４ ０.１９７∗

行为态度 －０.０９９ ０.５９０ －０.１６７
主观规范 －０.１７６ ０.５２８ －０.０２６
感知行为控制 ０.８１４ ０.７０４ ０.１１５

女(ｎ ＝ １７８) 行为意向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７ ０.１１８ １.５９０ ０.４８１ ０.２７６∗∗

行为态度 －０.５８４ ０.４１２ －０.０１３
主观规范 －０.０７０ ０.３９９ －０.０１３
感知行为控制 ０.９８７ ０.５３８ ０.１５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就行为意向而言ꎬＴＰＢ 变量能够解释男生行为意

向 ４０.３％的方差ꎬ行为态度(β ＝ ０.２４５ꎬＰ<０.０１)和感知

行为控制(β ＝ ０.５０７ꎬＰ<０.０１)是影响男生行为意向的

重要因素ꎮ ＴＰＢ 变量解释女生行为意向 ２７.４％的方

差ꎬ感知行为控制是唯一预测行为意向的因素( β ＝
０.４８８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从 １ 周加速度器测量结果来看ꎬ青少年平均每天

休闲性体力活动时间为 １５ ｍｉｎꎮ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

对 ５ ~ １７ 岁青少年提出“每天累计至少参加 ６０ ｍｉｎ 中

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推荐量[１６] ꎬ虽然我国青少年管理

部门也采取“每天锻炼 １ ｈ”阳光体育活动的举措来调

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外体育活动ꎬ但目前国际和国内的

学术界都还未给出青少年闲暇时间内体力活动的推

荐标准ꎬ因此无法得出本研究中的青少年休闲性体力

活动处在何等水平ꎮ Ｐａｈｋａｌａ 等[１７]对芬兰平均年龄为

１３ 岁的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研究发现ꎬ女生平均每

天久坐、中等强度体力活动、高等强度体力活动的时

间分别为 ２８ꎬ３０ꎬ３３ ｍｉｎꎻ男生相对较为持久ꎬ三者时间

分别为 ３３ꎬ４７ꎬ３８ ｍｉｎꎮ Ｔａｍｍｅｌｉｎ 等[１８]对 ２１８ 名 ７ ~ １５
岁学生进行体力活动水平测量ꎬ结果表明学生每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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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４５ ~ ６９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ꎻＫｌｉｎｋｅｒ 等[１９] 运

用加速度器来评估丹麦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的研

究表明ꎬ平均年龄为 １２ 岁的丹麦青少年每天休闲性体

力活动时间为 １８ ｍｉｎ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我国青少年休

闲性体力活动时间低于国外青少年ꎮ 本研究所用量

表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量表ꎬ中值为 ４ꎮ 可知青少年休闲性体

力活动行为意向的均值处于中值以下水平ꎬ但他们对

休闲性体力活动持有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ꎬ更容易

感受到来自身边的人及周围环境的支持或阻碍ꎮ
研究表明ꎬＴＰＢ 理论框架可以解释 ７ ~ １５ 岁青少

年 ８. ９％的 ＭＶＰＡ 参与行为ꎬ与 Ｔｒｏｓｔ 等[２０] 和 Ｊｅｆｆｒｅｙ
等[２１]运用 ＴＰＢ 模型研究解释 ６％ ~ ９％的青少年体力

活动的结果近似ꎬ尽管有 ９１.１％方差的行为归因未能

很好的解释ꎬ但这类结果定为“中等影响”ꎮ 诸多学者

研究表示ꎬ学校及社区运动场地与运动器材设施缺

乏、学习任务过重、没有时间运动是阻碍我国青少年

休闲性体力活动的重要因素[２２－２５] ꎮ 而本研究得出行

为意向是 ＴＰＢ 模型预测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唯

一因素ꎬ有强烈参与意向的青少年更有参与休闲性体

力活动的积极性ꎬ活动时间也会更长ꎻ而感知行为控

制因素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ꎬ表明许多青

少年参与休闲性体力活动更多是基于自己的参与兴

趣和参与意向的内驱力ꎬ受到周围环境(场地、设施、
时间、技能)的影响较小[８ꎬ２６－２８] ꎮ 此外ꎬ一些外界因素

诸如父母、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也是促进学生参与体力

活动重要影响因素ꎮ 因此在构建“学校、家庭、社区”
三位一体化的休闲教育模式中ꎬ应把激发青少年的运

动兴趣和爱好作为出发点ꎬ可以从以下 ３ 个层面进行:
(１)学校层面上ꎬ以集体活动的方式引导学生ꎬ如开设

“兴趣第二课堂”等ꎻ体育教师可以从课堂参与进行鼓

励ꎬ寓教于乐ꎬ激发学生参与运动的自主意识ꎬ结合青

春期前阶段好奇、模仿性强等特征以游戏元素进行调

动ꎻ把体育课上所学延伸到课外活动所练习ꎬ做到

“学—练—用”一体化ꎮ (２)家庭层面上ꎬ尊重学生成

长为一个独立个性的人ꎬ让孩子自主选择体力活动的

参与ꎬ鼓励其参与运动并提供支持ꎮ (３)社区层面上ꎬ
将足球、篮球等运动及游戏纳入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社

区活动ꎬ利用寒暑假休闲时间组织青少年外出活动ꎮ
在影响行为意向的 ＴＰＢ 因素中ꎬ行为态度和感知

行为控制是重要预测因子ꎬ联合解释行为意向 ３３.２％
的方差ꎬ而主观规范不是预测因素ꎬ与部分研究结果

具有一致性[９ꎬ２８－２９] ꎮ 表明在激发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

动参与兴趣、培养其运动爱好的过程中ꎬ应对体力活

动持正面的认知与评价ꎻ提供便利的场地和设施、丰
富的运动器材ꎬ提高运动水平ꎬ可以增加他们的运动

欲望和信念ꎮ 主观规范对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参

与行为和行为意向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ꎬ分析其原

因:第一ꎬ根据青少年个性发展规律ꎬ该年龄段学生正

处于自主性形成时期ꎬ他们的自主包括行为自主、认
知自主和情感自主[３０] ꎬ表现为独立管理自己或决定自

己的行为ꎻ能够承担自己所做的决定ꎬ摆脱在早期对

父母、老师或同伴的依赖[３１] ꎬ及寻求自己的主观感觉ꎮ
第二ꎬ“万般皆下品ꎬ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让父母、
教师等身边的人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

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ꎮ 第三ꎬ本研究对主观规范采用

单项题目测定ꎬ其结果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ꎬ解释力

说服力有待提高ꎬ需要纳入更多题项来进行研究ꎮ
Ｂａｎｄｕｒａ 等证实了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是促进自

我行为支持的重要因素[３２] ꎬ因此进一步研究应纳入描

述性和指令性规范等因素来探讨主观规范如何影响

行为意向进而影响行为ꎮ
欧美及我国的一些研究表明ꎬＴＰＢ 模型对青少年

体力活动的解释力上存在性别差异[９ꎬ１３ꎬ２１] ꎮ 本文中

ＴＰＢ 模型对男生休闲性体力活动的贡献率为 ５.１％ꎬ低
于女生的 １１.８％ꎻ该模型对男生行为意向的贡献率为

４０.３％ꎬ高于女生的 ２７.４％ꎮ 其中ꎬ在对参与行为的预

测中ꎬ行为意向是唯一预测因素ꎬ男、女生具有一致

性ꎻ对行为意向的预测中ꎬ影响男生行为意向的重要

因素是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ꎬ而影响女生行为意向的

只有感知行为控制ꎮ 说明在参与休闲性体力活动的

意向阶段男生不仅会考虑个人控制信念的影响ꎬ而且

会充分考虑到兴趣爱好和运动情感体验及运动执行

能力ꎮ 章建成等[３３]也指出ꎬ男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及

方法把握性较差ꎮ 因此ꎬ教育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和

运动计划时ꎬ应更加关注男生这一群体ꎬ将行为态度

作为激发男生参与休闲性体力活动兴趣爱好的重要

指标ꎬ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运动价值观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参与时间

低于国外青少年ꎬ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对预测 ７ ~ １５ 岁

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具有普适性ꎮ 在后续研究中

将充分考虑运动行为的前意向和后意向阶段ꎬ增加相

应变量如行为习惯、自我效能等因素ꎬ构建更有说服

力的理论模型来解释青少年这一群体的体力活动参

与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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