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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中等强度体能锻炼对大学生自卑心理及心理资本的干预效果ꎬ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

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天津职业大学大三学生 ２８０ 名ꎬ使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每组 １４０ 名)ꎮ 干预组接受规律的中等

强度体能锻炼ꎬ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ꎮ 比较 ２ 组大学生干预前后的自卑感量表、身体自尊量表、心理资本量表评分ꎮ 结果

两组干预前自卑感、身体自尊、心理资本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组干预后心理自卑感的社交信

心、自敬、学习能力、体能、外表评分及总分均降低ꎬ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组干预后身体自尊

的身体素质、身体自我价值感、运动技能、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ꎬ心理资本的自我

效能、韧性、乐观维度评分及总分也均高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规律的中等强度体能锻炼能够有效减轻大学生

的自卑感ꎬ促进身体自尊与心理资本水平的提高ꎬ改善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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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感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ꎬ
也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课题ꎮ 对于个体而

言ꎬ适度的自卑感能够激发人们战胜困难的决心ꎬ但
更多时候会以胆怯、狂躁、压抑、妒忌、自我否定等消

极防御形式出现ꎬ长此以往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严

重危害ꎮ 体能锻炼具有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双重作

用ꎬ能让锻炼者体会到运动带来的乐趣ꎬ增强信心ꎬ对
缓解自卑感有一定作用ꎮ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１]认为ꎬ心理资本

包括自我效能、乐观、希望与韧性ꎬ其在个体身上的表

现往往与自卑心理相反ꎮ 研究认为ꎬ体育锻炼与心理

资本有着密切联系ꎬ二者呈正相关[２] ꎮ 本研究拟通过

规律的中等强度体能锻炼来缓解大学生的自卑心理ꎬ
提升心理资本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自愿报名方式ꎬ选取天津职业大学非

体育专业且未设置体育课的大三学生 ２８０ 名为研究对

象ꎬ研究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ꎮ 所有入

组大学生均对本次实验研究知情了解ꎬ自愿参与并积

极配合ꎬ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使用随机数字

表法进行分组(每组 １４０ 人):干预组男生 ６８ 名ꎬ女生

７２ 名ꎬ年龄 ２０ ~ ２４ 岁ꎬ平均(２１.５４±０.８７)岁ꎻ对照组男

生 ７１ 名ꎬ女生 ６９ 名ꎬ年龄 １９ ~ ２３ 岁ꎬ平均( ２１. ６０ ±
０.９６)岁ꎮ 干预组与对照组大学生性别构成、平均年龄

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研究通

过了天津职业大学的伦理学审查ꎮ
１.２　 实验设计　 干预组大学生接受规律的中等强度

体能锻炼ꎬ即每周在实验人员监督下完成 ３ 次中等强

度的体能训练ꎬ每次 ４５ ~ ５０ ｍｉｎꎮ 以锻炼时心率显著

加快(１２０ ~ １３５ 次 / ｍｉｎ) 作为中等强度判定标准[３] ꎮ
干预方案参考相关文献资料[４－５] ꎬ 结合本校学生实际

情况设计、制定而成ꎮ 体能训练包括力量训练与有氧

运动ꎬ其中有氧运动可选择慢跑或跳健美操ꎬ力量训

练包括仰卧起坐、俯卧撑、引体向上等ꎮ 干预时间为

１６ 周ꎬ实验期间由实验人员对体能训练活动进行指

导、监督、检查ꎬ以保证锻炼质量ꎮ 为保证实验的顺利

进行ꎬ在开展实验前ꎬ实验人员详细告知干预组大学

生相关训练的内容、地点ꎬ并要求自行记录自己每周

的锻炼情况(如锻炼时间、内容、运动强度等)ꎮ 对照

组不做任何干预ꎬ按照既往生活方式生活即可ꎮ 两组

在实验期间均不对饮食习惯进行调整ꎮ
１.３　 评价工具

１.３.１　 自卑感量表[６] 　 量表由社交信心、自敬(肯定

自己存在价值及相信他人对自己肯定)、学习能力、体
能、外表 ５ 个维度组成ꎬ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法(１
~ ５ 分)ꎬ每个维度的评分之和即为总评分ꎮ 评分越高

表明自卑感越明显ꎮ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３ꎮ
１.３.２　 身体自尊量表[７] 　 由身体素质、身体自我价值

感、运动技能、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 ５ 个维度组成 ３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４ 级评分法(从“很不符合” 到“非常符

合”依次计 １ ~ ４ 分)ꎬ评分越高说明身体自尊水平越

高ꎮ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９ꎬ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 ０.７６ ~ ０.８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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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心理资本量表[８] 　 由希望、韧性、乐观、自我效

能 ４ 个维度共 ２４ 个条目组成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６ 级评分法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 １ ~ ６ 分)ꎬ评
分越高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ꎮ 量表的信度、效度良

好ꎬ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８１ ~ ０.９０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整理录入ꎬ
并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ꎬ以百分率表

示计数资料ꎬ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以均数±标准

差(ｘ±ｓ)表示计量资料ꎬ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心理自卑感评分比较　 两

组大学生干预前社交信心、自敬、学习能力、体能、外
表评分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 ２５ꎬ
０ ６０ꎬ０ １０ꎬ０ ０５ꎬ０ １０ꎬ０ １７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干预组

干预后的社交信心、自敬、学习能力、体能、外表评分

及总分均降低(Ｐ 值均<０ ０５)ꎻ对照组干预前后心理

自卑感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无明显变化ꎬ干预组干预

后社交信心、自敬、学习能力、体能、外表评分及总分

均低于对照组 ( ｔ 值分别为 ６ ０２ꎬ ５ ８７ꎬ ９ ６５ꎬ ３ ２５ꎬ
６ ３３ꎬ７ ０２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干预前后心理自卑感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社交信心 自敬 学习能力 体能 外表 总分
干预组 干预前 ３.８０±０.９２ ３.６５±０.７５ ３.６９±０.８５ ３.４８±０.７９ ３.８５±０.７４ １８.４７±４.０５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２.９６±０.７４ ３.０１±０.７７ ３.１３±０.７８ ２.７５±０.７３ ２.９０±０.８０ １４.７５±３.８２

ｔ 值 ８.４２ ９.５４ ６.６６ ９.５２ ７.４１ １０.６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组 干预前 ３.７８±０.７５ ３.６８±０.６８ ３.７１±０.８４ ３.５０±０.８３ ３.８１±０.８４ １８.４８±３.９４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３.８０±０.７４ ３.６７±０.７２ ３.６８±０.７６ ３.５２±０.８６ ３.８３±０.６９ １８.５０±３.７７

ｔ 值 －０.６６ ０.６７ １.０１ －０.７５ －０.６６ －０.７２
Ｐ 值 ０.３７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０

２.２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身体自尊评分比较　 两组

大学生干预前身体自尊各维度(身体素质、身体自我

价值感、运动技能、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评分及总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３７ꎬ０.１５ꎬ０.９２ꎬ
１.０１ꎬ０.０５ꎬ０.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组大学生干预后

身体自尊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较干预前提高(Ｐ 值均

<０.０５)ꎬ对照组无明显变化(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组

干预后身体素质、身体自我价值感、运动技能、身体状

况、身体吸引力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４. ２１ꎬ ５. ９５ꎬ ６. ３３ꎬ ４. １０ꎬ ５. ２９ꎬ ４. ９８ꎬ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干预前后身体自尊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身体素质 身体自我价值感 运动技能 身体状况 身体吸引力 总分
干预组 干预前 １３.７５±２.１５ １４.１６±２.１７ １４.７２±２.３８ １４.３６±１.７３ １４.０６±２.３５ ７１.０５±１０.７８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１５.８６±２.３１ １５.７２±２.３６ １６.１５±１.９６ １６.０６±２.０８ １６.３３±２.２１ ８０.１２±１０.９２

ｔ 值 －７.９１ －８.２０ －１０.２６ －８.６４ －１１.６９ －９.６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组 干预前 １３.８０±２.０１ １４.２０±２.２１ １４.８０±２.１４ １４.４５±１.８６ １４.１５±２.２０ ７１.４０±１０.４２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１３.７５±１.７８ １３.９６±２.１１ １４.７２±２.３３ １４.６０±２.０１ １４.２０±２.１７ ７１.２３±１０.４０

ｔ 值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６５ －０.７５ ０.８６
Ｐ 值 ０.８１ ０.９５ ０.７７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７１

２.３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心理资本评分比较　 两组

干预前心理资本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与干预前相比ꎬ干预组干预后

自我效能、韧性、乐观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提高ꎬ对照组

干预前后各维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组干

预后的自我效能、韧性、乐观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

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７. ６２ꎬ６. ０５ꎬ２. ８６ꎬ３. １４ꎬ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组别大学生干预前后心理资本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统计值 希望 自我效能 韧性 乐观 总分
干预组 干预前 ２４.７５±３.２５ ２３.８５±３.１７ ２３.１６±２.５２ ２２.２３±３.１５ ９３.９７±１２.０９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２５.３０±２.７１ ２６.３２±２.１３ ２４.６５±１.９６ ２４.１４±２.７１ １００.４１±９.５１

ｔ 值 －１.５４ －７.６５ －６.５４ －８.５１ －１６.５４
Ｐ 值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组 干预前 ２４.３２±２.７５ ２４.０１±２.９６ ２３.３６±２.４１ ２２.４５±３.２７ ９４.１４±１１.３９
(ｎ＝ １４０) 干预后 ２４.０５±２.６９ ２３.８６±３.１５ ２３.７２±２.３６ ２２.５０±３.３０ ９４.１３±１１.５０

ｔ 值 ０.８３ ０.４１ －１.２６ －０.１３ ０.０１
Ｐ 值 ０.４１ ０.６８ ０.２１ ０.９０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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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关于体能锻炼在身心健康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ꎬ
有不少文献资料予以了证实ꎬ实际应用效果也得到广

泛认可[８] ꎮ 据调查资料显示ꎬ６０％以上的心理医生认

为在焦虑症的治疗中ꎬ体育锻炼是一种可行、有效的

治疗手段ꎬ而 ８０％以上认为体育锻炼能让抑郁症患者

受益[９] ꎮ
运动处方是指在运动疗法中ꎬ以处方形式来确定

运动种类、运动方法、 运动强度、运动量ꎬ并提出治疗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ꎬ以达到治疗目标ꎮ 随着运动处方

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ꎬ处方种类越来越丰富ꎬ应用范

围与适用对象也越来越广ꎮ 不少学者在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中也引入了运动处方ꎬ国内文献报道显示ꎬ运
动处方有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１０] ꎮ 许琳洁等[１１]

报道显示ꎬ对于大学生容易出现的抑郁症(如胆怯、孤
独、缺乏自信、急躁等)ꎬ采用多种运动处方均获得了

较好的效果ꎮ 还有文献报道显示ꎬ采用健身运动处方

的大学生ꎬ干预后的人际关系、焦虑、偏执因子评分均

显著降低[１２] ꎮ 以上文献报道均说明健身运动处方能

够满足大学生的健身需求ꎬ促使学生积极参与锻炼过

程ꎬ帮助形成持续、稳定的锻炼兴趣ꎬ有利于缓解焦

虑、紧张、 抑郁等负性情绪ꎬ 提高生理及心理健康

水平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干预组大学生实施了规律性的中

等强度体能锻炼ꎬ结果显示ꎬ干预组干预后社交信心、
自敬、学习能力、体能、外表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降低ꎬ
而对照组干预前后无明显变化ꎬ与相关文献报道[１３] 结

论相符ꎬ说明中等强度体能训练能够有效减轻大学生

的自卑感ꎮ 中等强度的体能训练能够强化锻炼者的

身体素质ꎬ提升运动技能ꎬ让锻炼者在身体健康持续

改善、运动水平持续升高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ꎬ肯定

自我能力ꎬ增强信心ꎬ从而让自卑感得到缓解与减轻ꎮ
国内有文献报道表明ꎬ不论是持续的长时间运动ꎬ还
是短时间的多次运动ꎬ均有助于大学生身体自尊水平

的提高[１４] ꎮ 还有研究指出ꎬ体育锻炼不仅能改善大学

生的身体素质ꎬ还可改变对自我情况的认识ꎬ高锻炼

量与低锻炼量的体能锻炼均能提升大学生的身体自

尊水平ꎬ但高锻炼量组的提升幅度更明显[１５] ꎮ 本次研

究显示ꎬ干预组干预后的身体素质、身体自我价值感、
运动技能、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评分及总分均较干

预前显著提高ꎮ 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在参与体能锻炼

的过程中ꎬ会对自身的体育锻炼能力有更为深入的认

识ꎬ不断突破自我ꎬ肯定自我ꎬ再加上体能锻炼带来的

形体变化ꎬ均能使其表现得更加自信、乐观[１６] ꎮ 在心

理资本方面ꎬ段修云等[１７] 的调查资料显示ꎬ体育锻炼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ꎮ 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ꎬ在心理资本评分方面ꎬ干预组干预后的自我效

能、韧性、乐观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ꎮ 可能

因为体能锻炼能够让锻炼者通过掌握各种运动技巧ꎬ
获得成功体验来增强自我效能感ꎬ从而获得更多处于

竞争优势的心理资本[１８] ꎮ
综上所述ꎬ规律的中等强度体能锻炼能够有效减

轻大学生的自卑感ꎬ促进身体自尊与心理资本水平的

提高ꎬ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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