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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验证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在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中的适用性ꎬ探索

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可能因素ꎬ为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以四川省资中县 ２ 所乡镇中

学的 ２ ３０２ 名初一、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进行调查ꎬ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分析ꎮ 结果　 体育锻炼缺乏者 １ ５２７ 人ꎬ占比 ６６.３％ꎮ 不同学校、年级、性别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７.４０ꎬ－２.９０ꎬ１０.９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依据 ＴＰＢ 建立模型并修正后得到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 ＧＦＩ＝ ０.９３ꎬＣＦＩ＝ ０.９４ꎬ
ＮＦＩ＝ ０.９４ꎬＴＬＩ＝ ０.９３ꎬＩＦＩ＝ ０.９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ꎬ模型拟合结果较好ꎮ 锻炼意图直接影响锻炼行为ꎬ标准化效应为 ０.４５(９５％
ＣＩ＝ ０.３９~ ０.５２)ꎬ主观规范与洞察力是价值评价影响锻炼意图途径中的主要中介变量ꎬ其标准化效应值分别为 ０.６６(９５％ＣＩ
＝ ０.５７~ ０.７３)、０.２３(９５％ＣＩ＝ ０.１６~ ０.９３)(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严重缺乏体育锻炼ꎮ 计划行为理论在

四川农村青少年学生群体具备较好的适用性ꎮ 主观规范是促进农村青少年形成锻炼意图的主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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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７２９９４)ꎻ四川省教育厅应用

心理学研究中心项目( ＣＳＸＬ－１８２００４)ꎻ四川大学中央高

校基本业务费“培育基金”项目(２０８２６０４１Ｃ４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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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相关行为与社会医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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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每天参加 ６０ ｍｉｎ 以上的体育锻炼ꎬ可
直接减少 ６％ ~ １０％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１] ꎮ 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提升幸福感ꎬ降低人群焦虑和

抑郁症状[２] ꎮ 尽管体育锻炼的益处已经越来越广泛

地被认识ꎬ但青春期的体育锻炼不足仍然是一个主要

问题[３] ꎮ 根据全球对体力活动自我报告的估算ꎬ８０％
的 １３ ~ １５ 岁儿童每天未达到 ６０ ｍｉｎ 以上的体育锻

炼[４] ꎮ 湖南湘西州农村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ꎬ青少年

学生的体育锻炼缺乏率达 ７２.１％[５] ꎮ 中学阶段是个体

从儿童向成人生活方式转变的时期ꎬ其行为具有极强

的可塑性ꎬ该时期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可帮助学生养

成健康、积极锻炼的生活方式[６] ꎮ 青少年学生处于生

理和心理迅速发育时期ꎬ也是健康生活方式形成的关

键时期[７] ꎮ 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的健康促进不仅改

善当前的身心健康ꎬ规律的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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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后的健康更具有促进作用ꎮ 健康行为改变理论在

促进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ꎬ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是

一个可用于研究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之一ꎬ其
优势在于通过观测个体的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
主观规范等要素ꎬ将自身及周围重要他人的影响纳入

考虑ꎬ从多角度对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分析ꎮ 既往研究

表明ꎬＴＰＢ 有效解释且预测了体育锻炼行为ꎬ如一项

在美国开展基于 ＴＰＢ 理论的干预研究显示ꎬ在 ３ 个月

的随访中ꎬ成年人的体育锻炼行为显著增加[８] ꎮ 一项

在中国香港开展的针对 １５ ~ ３５ 岁人群的研究表明ꎬ
ＴＰＢ 各要素均有相关性ꎬＴＰＢ 可顺利解释体育锻炼行

为[９] ꎮ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ꎬ探索该理

论对四川农村地区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适用

性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农村地区青少年体育锻炼干预措

施的制定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纵向研究

的第 ２ 次调查ꎮ 先采用典型抽样ꎬ选择四川省内在人

口、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处于均线状态的内江市资

中县为调查地ꎬ然后按照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择

１７ 所乡镇中学中的 ２ 所(ＡꎬＢ 校)ꎬ将全部初一、高一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１０] ꎮ 共计调查 ２ ５０２ 人ꎬ按照统一

的质控标准(剔除人口学信息及 ＴＰＢ 问卷条目信息不

全者)纳入有效样本共 ２ ３０２ 名ꎬ其中男生 １ ０８５ 名ꎬ
女生 １ ２１７ 名ꎻ初一学生 ５０５ 名ꎬ高一学生 １ ７９７ 名ꎻ留
守儿童 １ ０４０ 名ꎻ体育锻炼时间不足者 １ １９１ 名ꎬ体育

锻炼不规律者 ９０５ 名ꎮ
１.２　 内容与方法

１.２.１　 社会人口学特征 　 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家庭状况等ꎮ
１.２.２　 计划行为理论要素 　 包括锻炼意图、价值评

价、主观规范等条目ꎻ体育锻炼行为包含体育锻炼频

次和每次锻炼的时间ꎮ ＴＰＢ 维度设置如下:(１)锻炼

行为ꎮ 由 ２ 个条目组成ꎬ测量过去 １ 个月内锻炼的频

率与平均时长ꎬ如“过去 ３０ ｄ 内ꎬ每周参加锻炼的频

率”ꎬ使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级计分法进行测量ꎬ从“不参加体育

锻炼”到“每周 ６ ~ ７ 次”ꎮ ２ 个条目得分相加ꎬ分数越

高ꎬ说明锻炼行为越强ꎮ (２)锻炼意图ꎮ 由 ３ 个条目

组成ꎬ测量个体本身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ꎬ如“愿意通

过体育锻炼增进自身的健康”ꎬ使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６ 级计分法

进行测量ꎬ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ꎮ 该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９ꎬ共解释方差 ７９ ０１％ꎬＫＭＯ ＝
０ ７０ꎬＰ<０ ０１ꎮ (３)主观规范ꎮ 由 ３ 个题目组成ꎬ反映

锻炼时所感知到的外界压力、周围人对其锻炼行为的

态度ꎮ 如“家长和老师认为应该进行体育锻炼”ꎬ计分

方式和意图一致ꎬ得分越高ꎬ说明其主观规范越强ꎮ
本研 究 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 为 ０ ８７ꎬ 共 解 释 方 差

９０ ８９％ꎬＫＭＯ ＝ ０ ７０ꎬＰ<０ ０１ꎮ (４) 价值评价ꎮ 由 ３
个题目组成ꎬ反映锻炼行为可能的价值和意义等评

价ꎮ 如“进行体育锻炼能使我的身体更健康”ꎬ其计分

方式与意图一致ꎬ得分越高ꎬ说明其价值评价越高ꎮ
本研 究 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 为 ０ ７４ꎬ 共 解 释 方 差

６８ ９３％ꎬＫＭＯ ＝ ０ ６６ꎬＰ< ０ ０１ꎮ (５) 洞察力ꎮ 由 ３ 个

题目组成ꎬ反映对保持锻炼行为难易程度的观察能

力ꎮ 如“能够挤出时间坚持锻炼身体”ꎬ计分方式与意

图一致ꎬ得分越高ꎬ说明其洞察力越高ꎮ 本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９ꎬ共解释方差 ８４ ９８％ꎬＫＭＯ ＝
０ ７４ꎬＰ<０ ０１ꎮ (６)控制力信念ꎮ 由 ３ 个题目组成ꎬ反
映对保持锻炼行为可能性大小的知觉ꎮ 如“进行体育

锻炼受到时间限制”ꎬ计分方式与意图一致ꎬ得分越

高ꎬ说明其控制力信念越高ꎮ 本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 ８８ꎬ共解释方差 ７７ ０１％ꎬＫＭＯ＝ ０ ７２ꎬＰ<０ ０１ꎮ
(７)知觉行为控制ꎮ 仅 １ 个题目ꎬ反映对锻炼行为各

种条件的总知觉ꎮ 即“是否进行体育锻炼由我自己控

制”ꎬ计分方式与意图一致ꎬ得分越高ꎬ其知觉行为控

制越好ꎮ
１.２.３　 体育锻炼行为　 平均每天锻炼时间<３０ ｍｉｎ 为

体育锻炼时间不足ꎻ平均每周体育锻炼频率<３ 次为体

育锻炼不规律ꎻ锻炼时间不足与锻炼不规律均属于缺

乏锻炼[１１] ꎻＢＭＩ 参考中国青少年体质检测标准ꎬ划分

为低体重、正常、超重 ３ 个等级[１２]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均具备公共卫生及心理学相

关专业背景并经统一培训ꎬ调查开始前向调查对象介

绍调查目的及意义ꎬ获取全部被调查者知情同意并通

过四川大学伦理学审查(批号:２０１４０３０７)ꎬ对调查问

卷中涉及个人隐私数据均严格保密ꎬ采用自填方式进

行问卷填写ꎬ经调查员审核后现场回收ꎮ 问卷回收

后ꎬ通过统一的筛选标准对不符合条件的问卷予以

剔除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经过筛选的调查问卷进行统一

整理ꎬ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 １ 进行集中的数据录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比较不同学校、年级、性别、
ＢＭＩ、是否留守学生的每周体育锻炼平均次数、每日平

均锻炼时间ꎮ 组间差异性检验用 ｔ 检验ꎬ相关性分析

用偏相关分析ꎮ 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软件ꎬ使用极大似然

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初始路径图拟合结构方程

模型ꎬ中介效应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予以估计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育锻炼行为　 ２ ３０２ 名学生中ꎬ体育锻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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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１ １９１ 人 ( ５１. ７％)ꎬ 体育锻炼不规律者 ９０５ 人

(３９.３％)ꎬ缺乏体育锻炼者 １ ５２７ 人(６６.３％)ꎮ ＴＰＢ 各

维度中锻炼行为、锻炼意图、价值评价、洞察力、知觉

行为控制在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锻炼行为、控

制力信念、知觉行为控制在学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锻炼行为、主观规范、洞察力在年级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其中锻炼行为得分ꎬ初一年

级高于高一年级ꎬ男生高于女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计划行为理论各变量得分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锻炼行为 锻炼意图 主观规范 价值评价 控制力信念 洞察力 知觉行为控制
学校 Ａ 校 ８３２ ３.９８±０.９５ １３.２８±３.０５ １２.５１±３.１６ １２.９４±２.７４ １１.０３±３.６７ １１.０５±３.４５ ４.３７±１.２８

Ｂ 校 １ ４７０ ４.３１±１.１５ １３.３８±３.３５ １２.５３±３.４９ １２.９２±３.１２ １１.５９±３.９３ １０.８４±３.６５ ４.２４±１.２０
ｔ 值 －７.４０ －０.７５ －０.１５ ０.１８ －３.４１ １.３８ ２.６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 ０８５ ４.４５±１.０８ １３.５２±３.４６ １２.５７±３.５７ １３.０９±３.２６ １１.３４±３.９８ １１.４７±３.７１ ４.４０±１.２９
女 １ ２１７ ３.９６±１.０６ １３.１９±３.０４ １２.４８±３.１９ １２.７９±２.７１ １１.４２±３.７２ １０.４２±３.３９ ４.２５±１.２２

ｔ 值 １０.９０ ２.３９ ０.６５ ２.３８ －０.５０ ７.０２ ２.７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高一 １ ７９７ ４.１６±１.１０ １３.３２±３.１４ １２.４４±３.２７ １２.９８±２.８７ １１.４６±３.７７ １０.７１±３.４２ ４.３２±１.２２
初一 ５０５ ４.３２±１.０６ １３.４２±３.６１ １２.８４±３.７１ １２.７４±３.３７ １１.１３±４.１４ １１.６３±４.０２ ４.３３±１.３９

ｔ 值 －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２３ １.４６ １.６２ －４.６８ －０.２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８３

２.２　 计划行为理论各维度相关性分析 　 对学校、年
级、性别等变量控制后ꎬ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ＴＰＢ 各

维度间除控制力信念与知觉行为控制间外ꎬ其余维度

均具有相关关系ꎬ除控制力信念与洞察力两维度间呈

负相关外ꎬ其余所有变量均为正相关ꎬ相关系数范围

为 ０.０８ ~ ０.６９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学生计划行为理论各维度相关性分析( ｒ 值ꎬｎ＝ ２ ３０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ꎬｎ＝ ２ ３０２)

变量　 　 　 　 锻炼行为 锻炼意图 主观规范 价值评价
控制力

信念
洞察力

锻炼意图　 　 ０.２８∗∗

主观规范　 　 ０.１７∗∗ ０.５９∗∗

价值评价　 　 ０.２１∗∗ ０.６９∗∗ ０.６５∗

控制力信念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１３∗∗

洞察力　 　 　 ０.３２∗∗ ０.５０∗∗ 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０５∗

知觉行为控制 ０.１３∗∗ ０.４３∗∗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３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拟合　 分离结构式问卷中计

划行为理论各要素ꎬ除知觉行为控制要素设置为显变

量外ꎬ其余要素均设置为潜变量ꎮ 按照计划行为理论

构建体育锻炼行为的结构方程初始模型ꎮ 采用矩结

构分析方法ꎬ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后ꎬ其模型拟合指

数 χ２ / ｄｆ ＝ １３.８３ꎬＧＦＩ ＝ ０.９２ꎬＣＦＩ ＝ ０.９３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８ꎬ
ＡＩＣ ＝ １ ８２０.８５ꎮ

依据初始模型修正指标提示对该模型予以进一

步修正ꎬ建立主观规范可测变量两残差间共变关系ꎬ
得到修正模型ꎬ模型适配度情况得以优化ꎮ ＡＩＣ 降为

１ ４７６.８１ꎬ且 χ２ / ｄｆ ＝ １１ １５ꎬＧＦＩ ＝ ０ ９３ꎬＣＦＩ ＝ ０ ９４ꎬＮＦＩ
＝ ０ ９４ꎬＴＬＩ ＝ ０ ９３ꎬ ＩＦＩ ＝ ０ ９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ꎬＰＧＦＩ ＝
０ ６８ꎬ ＰＣＦＩ ＝ ０ ７７ꎬ 修 正 模 型 拟 合 结 果 可 接 受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体育锻炼行为 ＴＰＢ 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ＰＢ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４　 ＴＰＢ 维度之间的效应　 模型中除控制力信念不

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标准化回归系数区间包含 ０)ꎬ其
余变量间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锻炼意图

主要受主观规范影响ꎬ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０.６６ꎮ 锻

炼行为受锻炼意图的正向影响ꎬ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０.４５(９５％ＣＩ ＝ ０.３９ ~ ０.５２)ꎬ而锻炼意图受主观规范、
洞察力、控制力信念、知觉行为控制的正向影响ꎬ其中

以主观规范影响最大ꎬ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０.６６(９５％ＣＩ
＝ ０.５７ ~ ０.７３)ꎮ 价值评价可直接正向影响洞察力、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控制力信念ꎮ 另外ꎬ模型中计

划行为理论相关要素共可解释体育锻炼行为 ２０％方

差ꎮ 见表 ３ꎮ
２.５　 中介效应　 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下的中介

路径研究发现ꎬ除控制力信念→知觉行为控制→锻炼

意图该中介路径的 ９５％置信区间包含 ０ 外ꎬ其余中介

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价值评价可通过主观规范、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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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知觉行为控制、控制力信念影响锻炼意图和锻

炼行为ꎬ洞察力可通过知觉行为控制与锻炼意图影响

锻炼行为ꎬ所有中介路径均通过锻炼意图影响个体的

体育锻炼行为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中学生计划行为理论各路径系数及置信区间(ｎ＝ ２ ３０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ｎ＝ ２ ３０２)

因变量 自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９５％ＣＩ) Ｐ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９５％ＣＩ)
洞察力 价值评价 ０.６３(０.５６ ~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５２(０.４７ ~ ０.５６)
主观规范 价值评价 ０.９４(０.８８ ~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４(０.８８ ~ ０.９８)
控制力信念 价值评价 ０.１５(０.０８ ~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１３(０.０７ ~ ０.１９)
知觉行为控制 价值评价 ０.４６(０.３７ ~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４５(０.３９ ~ ０.５０)

控制力信念 ０.０１( －０.０４ ~ ０.０６) ０.５７ ０.０１(０.０４ ~ ０.０５)
洞察力 ０.２９(０.２２ ~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２４(０.１９ ~ ０.３０)

意图 主观规范 ０.６７(０.５５ ~ ０.７８) <０.０１ ０.６６(０.５７ ~ ０.７３)
洞察力 ０.１８(０.１２ ~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３(０.１６ ~ ０.９３)
控制力信念 ０.０８(０.０５ ~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６ ~ ０.３０)
知觉行为控制 ０.０６(０.０３ ~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４ ~ ０.１４)

锻炼行为 意图 ０.２７(０.２３ ~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４５(０.３９ ~ ０.５２)

表 ４　 中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中介效应路径系数(修正模型)(ｎ＝ ２ ３０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ｎ＝ ２ ３０２)

路径 标准化点估计 ＢＣ 法 ９５％ＣＩ
价值评价→主观规范、洞察力、知觉行为控制、控制力信念、锻炼意图→体育锻炼 ０.３６ ０.２９ ~ ０.４１
价值评价→洞察力→知觉行为控制 ０.１３ ０.１０ ~ ０.１６
价值评价→主观规范、洞察力、知觉行为控制、控制力信念→锻炼意图 ０.７７ ０.７０ ~ ０.８３
洞察力→知觉行为控制→锻炼意图 ０.０２ ０.０１ ~ ０.０４
洞察力→知觉行为控制、锻炼意图→体育锻炼 ０.１０ ０.０７ ~ ０.１５
控制力信念→知觉行为控制→锻炼意图 ０.００ －０.００ ~ ０.０１
控制力信念→锻炼意图→体育锻炼 ０.０４ ０.０３ ~ ０.０６
知觉行为控制→锻炼意图→体育锻炼 ０.０４ ０.０２ ~ ０.０７
主观规范→锻炼意图→体育锻炼 ０.２９ ０.２５ ~ ０.３５

３　 讨论

本研究基于 ＴＰＢ 理论的体育锻炼行为模型拟合

度良好ꎬ各路径方向与理论假设一致ꎬ且 ＴＰＢ 理论可

顺利解释本研究人群的体育锻炼行为方差ꎬ验证了计

划行为理论在四川农村青少年人群中体育锻炼行为

的适用性ꎮ 研究结果提示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严重缺

乏体育锻炼ꎬ其中又以锻炼时间不足占多数ꎮ 本研究

发现四川农村地区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存在性

别、年级间差异ꎬ且男生高于女生ꎬ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１３] ꎮ
ＴＰＢ 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均通过行为

意图间接影响行为的变化ꎬ而除个体自身直接影响意

图外ꎬ个体采取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即所测

量的“主观规范”维度、个体的经验及预期的阻碍即所

测量的“知觉行为控制”维度也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

意图[１４] 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锻炼意图的产生ꎬ与个体感

知到的“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洞察力” “控制

力信念”均有关ꎬ较其他理论而言ꎬ发现采取体育锻炼

不仅与个体有关ꎬ同时还受周边重要他人的直接影

响ꎬ而青少年群体往往更容易受到父母、老师、同伴的

影响ꎬ因此ꎬ在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时ꎬ可从个体及人

际关系方向进行干预ꎮ 本研究的总效应分析中测量

的意向可较好地对锻炼行为进行预测与既往研究一

致[１５] ꎮ 而 Ｍｏｒｔｏｎ 关于锻炼意图和行为的综述研究认

为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可预测 ４０％ ~ ５０％
的锻炼意图ꎬ与本研究方向一致ꎬ但本研究对锻炼意

图解释方差略高于该研究[１６]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控制力信念不能直接影响知

觉行为控制ꎬ可能与学校青少年学生普遍存在的课业

压力大ꎬ不能自由选择锻炼方式与时间及家庭、学校

长期的政策忽视(体育锻炼重要性被低估ꎬ学习优先

观念)有关[１７] ꎮ 研究的中介模型认为青少年开展体育

锻炼行为主要受体育锻炼意图影响ꎬ同时个体能否通

过洞察力克服限制开展相应锻炼的不利因素ꎬ也是影

响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ꎮ 因此ꎬ为进一步提升农村青

少年学生的体育锻炼率ꎬ可以通过健康教育、同伴教

育等方式ꎬ增进个体对锻炼行为的价值评价ꎬ强化家

长、学校、同学间锻炼行为的认知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个
人或团体能通过一定的社会压力改变被干预对象是

否进行锻炼的决策ꎬ促使其开展体育锻炼活动[１８] ꎮ 此

外ꎬ有研究表明创立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如学校的支持

环境、家长的榜样作用等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有较好的

干预效果[１９] ꎮ 本研究未设置 ＴＰＢ 锻炼态度维度ꎬ不
能阐述锻炼态度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ꎬ应在以后的

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完善ꎮ 另外ꎬ根据调整变量分析结

果ꎬ不同学校、性别、年级间在体育锻炼行为上仍具有

一定的差异性ꎬ应进一步探索体育锻炼行为在以上分

４４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组变量的差异性ꎬ为进一步针对性地设计干预措施提

供建议和可能ꎮ
综上所述ꎬ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情况不容

乐观ꎬ证实了 ＴＰＢ 理论在解释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

为中的适用性ꎮ 提升农村青少年人群的体育锻炼行

为应重视主观规范的影响ꎬ强化周围重要他人对体育

锻炼行为的态度ꎬ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给予更多的支

持ꎬ提升锻炼的意图ꎬ促进锻炼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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