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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中文版及其信度效度研究
张杰许亮文
【摘要】

陈钊娇黄仙红马海燕刘婷婕余红剑

顾防

目的编制适合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特点的中文版测定量表，并评价其

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杭州、武汉、西安３个城市３６００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ｃ【系数和分半信度检验其信度；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其结
构效度，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ｎｃ）、维度间相关系数、总分与维度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内容效度。
结果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ｑ系数为Ｏ．８８８，改变策略、决策
平衡正向效应、决策平衡负向效应、自我效能４个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系数分别为０．８８０、０．７０６、
ｏ．５５２和Ｏ．８３９；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ｏ．８５ １，各分半信度在ｏ．５５９～ｏ．８７６之间；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显示：３个维度的条目全部被纳入，且累计贡献率均大于４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绝对拟合
优度指标ＧＦＩ＝０．９７２、ＡＧＦＩ＝０．９５８、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２（９０％Ｃｌ：Ｏ．０３０～０．０３４）均满足条件，且模型
拟合较好；ＩＩＣ结果显示，４个维度与所含条目之间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的范围分别为０．３９６～
０．７００、０．４７０。０．７０９、Ｏ．６９６～０．７７１和０．６６５～０．８１３，各维度之间有较弱到中度的相关关系，ｒ值范围
为０．３８６～０．９３５；不同变化阶段的改变策略、决策平衡、自我效能得分不同提示健康干预要有阶段
性、针对性。结论

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在中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在整体上适用于国内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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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超重和肥胖发生率近年明显增高，引起

打算（意识阶段）；Ｃ：不会，但接下来３０天内我有这

青少年肥胖的原因很多…，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个打算（准备阶段）；Ｄ：会，这一习惯在近６个月刚形

体育锻炼过少是引起青少年体重指数增高、高脂血

成（行动阶段）；Ｅ：会，我已经保持这一习惯超过６个

症、超重或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很多部门和

月了（维持阶段）。②锻炼行为改变策略：１５个条

学者都在积极鼓励或通过强制手段让青少年参加体

目，反映青少年在行动时的想法、行为和当在做决定

育锻炼㈨１。

时的感受一］，包括经验过程因子和行为过程因子。

研究表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存在明显的行
为变化阶段，具有一定的变化程序ｂ圳。美国医学会

条目如：“我查找一些体育活动的相关信息”等。③
锻炼行为决策平衡：是个体在做出行为改变时对知

（ＴＴＭ）专家认为，对青少年进行肥胖相关行为干预

觉利益和知觉障碍的权衡口’，量表由“正向效应”、

之前，要对青少年饮食和锻炼行为现状、所处行为阶

“负向效应”两部分共１０个条目组成。如果前者大

段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开展针对性的健康干

于后者就会对行为改变有正强化作用。“正向效应”

预，可提高健康管理效果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条目如“体育锻炼会帮助我保持健康”；“负向效应”

专门制定了青少年社会心理一体育锻炼量表，该量表

条目如“如果人们看见我做体育活动我会觉得尴

已被证实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很好地测定青
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及行为过程心理变化ｎ１。中国

尬”。④锻炼行为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代表了特定情

也有学者提出，了解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变化阶

境下，人们拥有的信心能够应对高危险而不是回退
到不健康行为或高危险习惯中ｎ…，量表由６个条目

段、改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对加快培养青

组成，用以评价青少年增加体育锻炼运动量的信

少年具有良好的锻炼行为至关重要聃１。但目前尚未

心。条目如“即使在感到伤心或有压力时仍坚持做

有相关量表及其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相关报道，本

体育活动”等。

研究旨在形成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定量表，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象与方法

２．现场调查：２０１２年３—５月，按东、中、西地域
分布，选择杭州、武汉、西安３个城市，采用多阶段抽
样方法分别抽取初中和高中共１２所学校，对３６００名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１．量表翻译及制作：本量表基于跨理论模型，借

３４４８份，其中初中１９８６份，高中１４６２份，有效回收

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制定的青少年社会心理一体
育锻炼量表，经授权后按规定程序将英文版翻译成

率为９５．７％。参加调查的男生１８０６人（５２．４％），女生

中文，同时结合我国文化和青少年行为特点加以修

３．质量控制：调查员经培训合格后，由带教教师

改量表的维度和条目池，在预试结果良好的情况下

到其所在班级教室给学生发放问卷，学生自行完成

编制成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问卷中要求的内容，调查员可根据学生的需要，对问

测定量表每项条目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量表５级评分法度
量，ｌ～５分别表示“从不／一定不会”、“极少／可能不

卷给予适当解答。

会”、“偶尔／中立”“经常／可能会”、“总是／一定会”。

库，数据进行双录入。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与ＡＭＯＳ

１６４２人（４７．６％），平均年龄（１４．８５±１．４６）岁。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４．０

问卷包括青少年人口学调查、体育锻炼活动量、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用于检验量表

锻炼行为变化阶段、锻炼行为改变策略、锻炼行为决
策平衡、锻炼行为自我效能。其中：①锻炼行为变化

的内部一致性，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公式Ｒ＝２ｄ（１＋ｒ）
检验分半信度。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检验量表

阶段：条目为“你一直以来每周活动５天且每次活动

的结构效度，进一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该量表

６０分钟以上吗”，Ａ：不会，在接下来６个月我没有打
算（前意识阶段）；Ｂ：不会，但接下来６个月我有这个

的结构效度，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ＩＩＣ）、维度间相
关系数、总分与维度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其内容效度，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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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分析各维度与总量表相关

表１量表及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ｎ系数和分半信度

性的男女性别组间差异。
结

果

１．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检验：一般认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０．７时属于高信度，即条目之间

内部一致性很好，０．５、＜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０．７时，

ＣＦＩ均＞０．９，ＲＭＳＥＡ均＜０．０４，说明量表有较好的

属于尚可ｎ“。本量表４个维度中体育锻炼改变策略

结构效度（表３）。

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ｃｃ系数最高（０．８８０），体育锻炼决策

４．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内容效度检验：

平衡负向效应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最低（０．５５２），

采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维度间相关系数、总分与

其余维度的系数均＞０．７。

维度间相关系数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采用奇偶分半的方法，对量表中的条目分为两
部分，分别计算奇数项和偶数项的得分之和，根据

定量表的内容效度。其中改变策略维度中条目“我
认为我周围的环境会影响我的体育活动量”与改变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公式计算分半信度值ｎ“。结果显
示总量表、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应、自我效能

策略的相关系数为ｏ．３９６、条目“我会留意做了多少

的分半信度均好，决策平衡负向效应维度的分半信

的朋友或家人鼓励我做体育活动”与改变策略的相

度一般（表１）。

关系数为０．４８９；决策平衡正向效应维度中“做体育

２．体育锻炼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改
变策略、决策平衡、自我效能做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和ｌ；０ⅥＯ检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值分别为１７

活动时我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与正向
表２体育锻炼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条目

７３１．７７４

（Ｐ＜０．００１）、６３２３．３９１（Ｐ＜

体育活动”与改变策略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９２、条目“我

改变策略行动过程我制定备用计划确保自己进行体育活动

０．００１）、７１ １６．３８９（Ｐ＜Ｏ．００１），

系数特征值甏雾
Ｏ．７５６

我设定体育活动的目标

ｏ．７２８

我留意做了多少体育活动

Ｏ．６４４

ＫＭＯ值为０．９２０、０．７９１、０．８７４，

我查找一些体育活动的相关信息

０．６３８

说明该量表中的各维度均适

我在家摆放一些提醒我运动的物品

０．６２３

合做因子分析，且各维度的所

当发现自己偏离体育活动时重新执行计划

Ｏ．６１９

当我做体育活动时我会奖励自己

Ｏ．５８１

有条目全部被纳入（表２）。
３．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我做能让体育活动变得更有趣的事情

０．５１０

我尝试不同种类的体育活动因此我有更多的选择０．４９２
经验过程我试着考虑体育活动带来的益处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量表总体

我认为我将在体育活动中得到好处

拟合程度一般要结合多个指

Ｏ．８１ ７
０．８０５
｝３．０５０

我告诉自己体育活动的好处０．７８８
我的朋友或家人鼓励我做体育活动０．４８４
决策平衡正向效应体育锻炼会帮助我保持健康

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的值在
０～１之间，越接近１，该模型越

０．５２５

我做体育活动父母会感到高兴

０．６２４

我需要学习相关知识

０．６５ｌ

做体育活动我感觉很好０．６９７

好，一般＞０．９时，认为模型能

我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帮助

拟合观测数据；比较ＣＦＩ＞０．９

２．４５４

０．５３６
４６．５１９

和朋友一起玩我很开心０．４７８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近似误差

做体育活动我觉得更有活力
负向效应人们看见我做体育活动我会觉得尴尬

均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０５，且

０．５９６
０．５３８

我不喜欢做体育活动带给我的感觉

Ｏ．７０８

做体育活动使我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

Ｏ．７０７

即使在感到伤心时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０．６４３

效度较好口…。木量表统计显
示，总量表和分性别组的ＧＦＩ、

在一周中我会抽出大部分时间做体育活动

０．７５０

ＲＭＳＥＡ的９０％可信区间上
限＜０．０８，表示拟合较好，结构

５０．０２０

我想办法克服体育活动中的阻碍以增加体育活动Ｏ．５２０

定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

标：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调整

３．９５３

自我效能

当家人希望你做其他事情时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０．７１１

即使在周末也早起做体育活动

０．７６５

ＡＧＦＩ、规范拟合指数（ＮＦＩ）、

即使有很多作业要做，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０．８２２

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比较

即使下雨或炎热仍坚持做体育活动０．７７３

２．１９８

３．３４０

５５．６６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表３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效应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７０。其余条目与所属维度的

象，在反思青少年自身体育锻炼不足的同时，更应探

相关系数均＞０．５０，其中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

究我国青少年体育锻炼健康教育方面的明显不足。

应、决策平衡负向效应、自我效能４个维度与所含条

跨理论模型认为，人的行为变化并非一次性的，

目之间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的范围分别为０．３９６～

需跨越一系列阶段；不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大多

０．７００、０．４７０—０．７０９、０．６９６～０．７７１、０．６６５～０．８１３，以

数人会停留在行为改变的前期（如有意识无行动阶

上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段）；根据人群所处的行为阶段不同应采取不同的行

维度问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决策平衡的负向

为转换促进策略，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和向

效应与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应、自我效能、总

保持健康行为阶段转换”５Ｉ。已有研究证明，贯穿行

量表得分之间呈负相关，ｒ值分别为一０．２２ ｌ、一０．２３ １、

为变化阶段和改变策略中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能影

一０．１８０、一０．１１９。除此之外各维度之间相关性ｒ值的

响人行为的选择、实施和坚持【１“。因此，了解青少年

范围为０．３８６～０．５９９；４个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

各个变化阶段的改变策略、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现
状，对建立青少年体育锻炼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至

性范围为一０．１１９。０．９３５，见表４。
表４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的内容效度（ｒ值）
维度
础厘

綮藩。案蒿轰蔫，。誊篙曩墨，袅琵总量表

策略（正向效应）（负向效应）效能思里砥

关重要。本研究借鉴国内外青少年社会一１、２＂理一体育
锻炼量表，根据中国文化、青少年行为特点修改量表
的维度和条目池，经过专家咨询、现场调研最终确定
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研究结果显示量表维度条目间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所有条目的从属性较好且呈正相关。而决策平
衡负向效应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较低

５．不同变化阶段改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
能得分情况：通过方差分析得出不同变化阶段的改

（ｏ．５５２、０．５５９）可能是由于此维度包含条目数过少
（仅３条）而致。

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的得分不同（Ｆ＝

本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内容条目对

７７．４４２，Ｐ＝０．０００；Ｆ＝１４．７８４，Ｐ＝０．０００；Ｆ＝２９．４９８，

维度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体育锻炼量表的改变策

Ｐ＝０．０００；Ｆ＝１３５．５４４，Ｐ＝０．０００）。随着变化阶段的

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的所有条目全部被纳入且

提高改变策略、自我效能提高，负向效应和正向效应

累计贡献率均＞４０％，说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

的变化不明显（表５）。

效度¨”。改变策略维度包含经验过程和行为过程两

表５不同变化阶段上改变策略、决策平衡、
自我效能得分情况（孑±ｓ）
维度

前意识阶段意向阶段

改变策略４０．７７１ １０ ４５ ４６．０７±１０．０３

准备阶段行动阶段维持阶段
４６．６０４－９．８０

５０．８６４－２．５５ ４４．５０４－１０．９４

个公共因子，经验过程集中体现认知情感对行为的
影响；行为过程提供行动所需“工具”。二者在不同
行为阶段的重要性不同，并将行动与心理相结合更

正向效应２５．１３４－３．９５ ２６．４６４－３．７９ ２６．７３＿＋３．６２２６．４０４－４．２１

２６．８９４－４．６６

好地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向健康行为阶段发
展。决策平衡维度分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分别

自我效能１３．４４４－４．８７ １６．２５４－５．０２ １６．２２４－４．９１

１９．８６４－６ ０７

用来说明青少年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及心理因素。自

负向效应６．８３４－２．２４

６．４４４－２．１３

６．４２４－２．１８

５．９３４－２．２９

１６．９８＋５．２１

６．０６４－２．７３

我效能集中体现了青少年面对环境性诱因的情况下
讨

论

２０１０年全国青少年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显示，

坚持体育锻炼的自信心。改变策略体现了个体的行

肥胖与超重检出率在城乡青少年中都有所增加，在

为改变过程，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反映影响人们行
为改变的因素。

中老年身上才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与肥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目的是检验量表结构效度

胖相关的“现代病”在青少年中发病率明显上升，原

的适切性和真实性ｎ…。本研究结果显示绝对拟合度

因之一是体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针对这一现

指标中，ＧＦＩ、ＲＭＳＥＡ均满足条件，模型拟合较好，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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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
度，同时与原量表的结构模型一致，保证了量表的
等价性。

效果评价．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１）：６６—６８．
［５］Ｒａｏ

Ｇ．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ＭＡ ｅｘｐｅｒｔ

『６］Ｋｒｅｂｓ

本量表中改变策略维度和决策平衡中少数条目
与所属维度呈弱相关，其余条目与所属维度均呈中
强度相关。同时维度之间及维度与总量表相关性分
析显示，４个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程度大于４个维度
间的相关程度。提示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各
条目基本能代表所属维度的主题，且各维度均较好
地代表量表所需测量的内容。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ｍ Ｆａｍ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２００８，７８（１）：５６—６３．
ＮＦ，Ｈｉｍｅｓ ＪＨ，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Ｄ，ｅｔ ａ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２０ Ｓｕｐｐｌ ４：
Ｓ１９３—２２８．

［７］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Ｐ，Ｅｖｅｓ ＦＦ，Ｎｏｒｍａｎ Ｐ，ｅ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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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变化阶段的分布情况，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得
到各维度在不同变化阶段的均值不同，改变策略、自
我效能随着阶段的提高随之上升，负向效能和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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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跨理论模型为基础，将青少年体育锻
炼行为看作是一种多元的技巧活动而非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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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均支持量表设计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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