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射箭队备战第18届亚运会不同训练阶段
焦虑水平变化的研究
Research of the Changes of Anxiety Level of
National Archery Team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for the 18th Asian Games

王 霆*，闫 笑，李建英

WANG Ting*，YAN Xiao，LI Jianying

摘 要：采用特质焦虑量表和Omega wave系统对26名优秀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的

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训练阶段焦虑水平的变化规律以及与中枢机能

的相关关系。结果：1）射箭运动员在不同集训阶段的焦虑水平随训练负荷的变化呈现出

“高-低-高”的变化趋势；2）在相同负荷的训练阶段，女射箭运动员相较于男射箭运动员更

容易产生高焦虑；3）优秀射箭运动员的焦虑水平不会因为运动等级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

异，但相较于训练年限短的运动员，训练年限长的运动员焦虑水平变化显著；4）国家队不同

训练阶段有氧运动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射箭运动员焦虑水平变化，各中枢机能指标间

也存在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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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rait anxiety scale and Omega wave system, the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

ety of 26 excellent archers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are analyzed, a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anxiety level an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central function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anxiety level of archers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shows a

trend of“high-low-high”with the change of training load. 2) At the same training stage, female

arch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 anxiety than male archers. 3) The anxiety level of elite ar‐

chers will not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grades, but compared with the

athletes with short training years, the anxiety level of the athletes with long training years

changed significantly. 4) The arrangement of aerobic exercise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of na‐

tional archery team influences the change of archers’anxiety level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the indexes of centr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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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指个体担心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不能战胜困难和障碍时，感到自尊心受到持

续威胁而形成的一种忧愁紧张并带有惧怕成分的情绪状态（马启伟 等，1998）。20世纪

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 C.D）提出了完整的焦虑特质——状态理

论，该理论开辟了焦虑研究的新领域。他认为，焦虑按其使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状

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特质焦虑是个体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场景中都维持相当稳定的

人格心理特征；状态焦虑是指个体在特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焦灼和忧虑状态，是个体

依据情境变化出现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发生波动的情绪反应（叶奕乾 等，2016）。

体育运动中运动员的焦虑来源主要是由外界环境刺激影响以及运动员个体内部情

绪、人格的共同作用，对当下所处的训练或比赛环境做出判断而引起的一种紧张和忧虑

情绪。这是一种正常的身心反应，但却能反馈更多的信息，使运动员采取相应的措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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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来改变此威胁处境，从而达到适应外部刺激的目的。

但如果个体长时间持续处于该焦虑状态，并且其焦虑发

展超过机体可处理调节的正常水平，就有可能发展为异

常的神经性焦虑症，从而影响运动员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竞赛特质焦虑对抑制功能的影响方向与特质焦虑一致，

即均有损害效果（孙国晓 等，2015）。近年来，关于高水平

运动员焦虑水平的研究较多，但多为球类项目和大学生

运动竞赛项目等研究，且集中分布在不同性别运动员的

焦虑水平对比、赛前与赛后运动员焦虑水平变化等（刘保

华 等，2016；吕旭涛 等，2018；赵非一 等，2019），对运动员

在赛前不同训练阶段及射箭运动员焦虑水平的研究较

少。射箭是一项技心能类的静力性运动项目，要求运动

员的心理动荡程度要小，保持内心安定平和。随着射箭

规则的改变和射箭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赛场的环

境、天气、设备、对手特点、比赛的准备情况、动作的完成

率等因素对运动员心理状态极易产生影响（石岩 等，

2009）。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是党的

十九大后我国首次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杨国庆

等，2019）。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将推迟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8 月 8 日举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家射

箭队备战奥运会的整体部署，对最终参赛队伍选拔及奥

运会前参加热身比赛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同时

也应看到推迟东京奥运会举办对国家射箭队备战参赛也

存在一定有利因素，能够利用更多的时间使运动员的各

项竞技状态与心理状态调正至最佳水平，这也对已经拿

到奥运满额参赛席位的中国射箭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重新对国家射箭队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备战过程中

运动员焦虑水平的变化规律及其与中枢机能的相关关系

进行系统研究，对推迟后的奥运备战最后阶段训练、选拔

及比赛中的心理调控工作具有一定意义。

有研究表明，焦虑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综合征（张真

等，2013），个体中枢神经机能水平直接影响运动员焦虑

水平的变化。由于焦虑水平有一定的自我隐藏性，在平

时训练中并不容易发现，因此，本研究采用状态-特质焦

虑量表（STAI，From Y）和 Omega wave 系统对优秀射箭运

动员进行测试，通过量化的心理参数指标来评估射箭运

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的焦虑水平，分析比较不同阶段训

练对运动员心理状态的影响和变化趋势，以及焦虑水平

与中枢机能变化的相关关系，旨在探讨优秀射箭运动员

焦虑水平的变化规律和相关因素。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被试运动员由参加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选拔的国家

射箭集训队部分运动员组成，共 26名，且所有运动员在测

试期间无服药记录和疾病情况（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及测试仪器

本研究采用由 Spielberger 于 1983 年编制，汪向东等

（1999）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From Y）对运

动员进行了测试。该表由状态焦虑表和特质焦虑表组

成，共 40 个条目。第 1～20 项为状态焦虑分量表（STAI-

Form Y-I，S-AI），主要用于评定个体即刻的或最近某一

特定时间或情境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

感受，其中 10项为描述负性情绪的条目，另外 10 项为描

述正性情绪的条目。第 21～40 项为特质焦虑分量表

（STAI-Form Y-I，T-AI），用于评定较稳定的焦虑、紧张性

人格特质，其中有 11 项为描述负性情绪的条目，9 项描

述正性情绪。部分有关运动员焦虑的研究采用了此修

订量表（斯力格 等，2010；孙波 等，2007；谭先明 等，

2013；章淑慧，2010），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效度，量表的信度分析：α信度系数为总量表 0.929，状

态焦虑量 0.850，特质焦虑量表 0.828；进行结构效度检

验，两表相关系数均显示 0.01 显著水平。

中枢机能测试采用美国Omega Wave运动员实时机能

状态综合诊断系统，通过测试和分析运动员的心电和脑

电变化，对运动员的中枢机能状态进行实时反馈，可及时

了解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状态。本研究依据射箭运动比赛

时间长、动作技术静力性及心理技术要求高的项目特点，

选取与其相关联的测试指标，包括迷走神经影响因素、紧

张度指数、有氧能力指数、安静电位值、交感神经影响

因素。

1.2.2 测试程序

测验前，对受试者进行测试要求讲解。特质焦虑量

表测试：分别在 3个训练阶段中特点明确的训练周的前一

休息日，在固定时间进行测验。状态焦虑量表测试：在具

有代表性的训练和模拟赛的前 30 min进行测验。

Omega wave 测试安排在特质焦虑问卷填写后立即进

行，空调温度提前 10 min 调为 20℃，室内安静，受试者身

体放松保持仰卧，连接测试仪器肢导、胸导、脑导电极，安

静仰卧 1 min 后进行心电及脑电信号采集，完成全部测试

程序约 10～15 min。

1.2.3 阶段划分及特点

表1 本研究被试情况

Table 1 List of Subjects

男

女

年龄/岁

21.75±3.28

22.57±3.20

训练年限/年

8.50±2.88

9.64±2.73

运动等级/n

国际健将

1

3

健将

8

5

一级

1

6

二级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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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处于备战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前集训

期，不同训练阶段对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机能、专项技术

能力以及团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对不同训练阶段的机能监控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以往训

练理论中，一般集训阶段主要以冬训阶段为主，主要训练

内容为基本技术的巩固，而重大比赛前集训阶段则多以

针对本项目赛程赛制的技术、体能以及战术特点的专项

训练为主。本文的研究阶段为重大比赛的集训阶段，集

训期为 8个月，目的是使经过选拔的射箭运动员在亚运会

赛场取得优异成绩而做好准备的训练全过程（徐本力，

2001；赵光圣，2006）。

测试阶段依据训练负荷的不同分为 3个部分：1）集训

前期，这一阶段主要以大量近距离撒放、控弓能力训练以

及专项体能训练为主，注重身体恢复训练以及对基本技

术动作的体会，负荷强度低，负荷量小；2）集训中期，这一

阶段主要是小负荷强度、大负荷量的专项训练，主要以近

距离撒放、70 m奥项距离实射记分训练为主，辅以一定的

有氧能力训练及专项力量训练；3）集训后期，这一阶段则

安排大量的决赛能力训练，包括模拟赛、淘汰对抗赛、3支

箭记分训练和队内考核比赛，负荷量小，负荷强度大。

2 研究结果

2.1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值比较

射箭运动员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在集训中期

降低，在集训后期升高，且集训后期与中期相比，特质焦

虑分值显著升高（P＜0.05，表 2）。

2.2 不同性别的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

质焦虑分值比较

在 3个训练阶段，女运动员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

平均高于男运动员，在集训前期差异并不显著，而在集训

中期的特质焦虑、集训后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

女运动员均明显高于男运动员（P＜0.05）。

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处于哪个训练阶段，男运动员

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变化均无明显差异，而女运

动员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在集训后期明显高于集

训中期（P＜0.05，表 3）。

2.3 不同训练年限的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

虑、特质焦虑分值的比较

由表 4可以看出，在 3个训练阶段，训练 9年及以下的

运动员其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水平与训练 9 年以上的运

动员相比，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训练 9 年及

以下的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

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而训练年限在 9 年以上

的运动员，其在集训后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均

明显高于集训中期（P＜0.05）。

表2 射箭运动员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值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Scores of

Archers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M±SD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集训前期

38.96±12.13

41.92±9.79

集训中期

37.61±10.91

38.15±12.31

集训后期

41.31±14.09

43.15±11.47*

注：*表示与集训中期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表3 男、女射箭运动员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值

Table 3 List of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Scores of Male and Female Archers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M±SD

男

女

F

P

集训前期

状态焦虑

34.83±9.72

42.50±13.18

2.763

0.109

特质焦虑

38.91±8.77

44.50±10.17

2.205

0.151

集训中期

状态焦虑

38.83±7.12

40.86±12.71

2.877

0.103

特质焦虑

32.67±12.54

43.86±10.32

5.171

0.032#

集训后期

状态焦虑

34.08±7.59

47.50±15.61*

7.341

0.012#

特质焦虑

37.42±7.25

48.07±12.34*

6.883

0.015#

注：#表示男运动员与女运动员的比较，P＜0.05。

表4 不同训练年限的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值

Table 4 List of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Scores of Archers with Different Training Years in Different M±SD

训练年限

9年及以下

9年以上

F

P

集训前期

状态焦虑

35.93±10.59

43.09±13.35

2.327

0.140

特质焦虑

40.33±9.43

44.09±10.29

0.933

0.344

集训中期

状态焦虑

36.87±9.27

38.64±13.25

0.161

0.692

特质焦虑

39.53±8.81

36.27±16.22

0.436

0.516

集训后期

状态焦虑

38.07±12.69

45.73±15.29*

1.946

0.176

特质焦虑

41.00±9.89

46.09±13.25*

1.262

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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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等级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

焦虑分值比较

由表 5可以看出，不同等级运动员状态焦虑和特质焦

虑水平在不同训练阶段的变化并不显著（P＞0.05）。

2.5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焦虑水平与中枢机能变化

的相关性分析

在 3 个不同训练阶段分别对运动员的各项中枢机能

指标进行监测，发现运动员的紧张度指数和交感神经影

响因素随着训练阶段的推进呈下降趋势，而安静电位值

则与前两者相反，随着训练阶段的推进呈上升趋势。集

训中期有氧能力指数较集训前期有所下降，但在集训后

期又回升到略高于集训前期的状态。而迷走神经影响因

素则几乎无变化。进一步 T检验发现，各项中枢机能指标

的变化在集训前、中、后期均无显著差异（P＞0.05，表 6）。

进一步对在不同训练阶段的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

标进行相关矩阵分析。由表 7可以看出，射箭运动员在集

训前期的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标并无相关性。但特质

焦虑水平和状态焦虑水平、紧张度指数和迷走神经影响

因素、紧张度指数和交感神经影响因素、迷走神经影响因

素和交感神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紧张度指数和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r 分别为

0.919、0.960；紧张度指数与迷走神经影响因素、交感神经

影响因素和迷走神经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r

分别为-0.698、-0.846。

由表 8可以看出，射箭运动员在集训中期的特质焦虑

水平与状态焦虑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5，r=

0.905；有氧能力指数分别与状态焦虑水平及特质焦虑水

平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5），r 分别 0.499、0.560；紧张

表5 不同等级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值

Table 5 List of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Scores of Archer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Different Training Stages M±SD

运动等级

二级

一级

健将

国际健将

F

P

集训前期

状态焦虑

33.00±0.00

39.14±12.89

39.92±12.07

38.50±16.84

0.172

0.914

特质焦虑

39.50±0.71

43.00±10.95

42.23±9.28

40.25±14.24

0.100

0.959

集训中期

状态焦虑

31.00±1.41

39.50±11.41

38.08±12.04

36.00±10.42

0.328

0.805

特质焦虑

35.00±1.41

44.29±10.61

39.33±9.99

35.00±8.45

0.990

0.417

集训后期

状态焦虑

29.00±9.90

47.14±17.24

39.62±12.78

42.75±13.38

0.983

0.419

特质焦虑

33.00±7.07

49.71±12.57

41.15±11.09

43.25±9.29

1.502

0.242

表6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各项中枢机能指标T检验

Table 6 T-test List of Central Function Indexes of Archers in Different Training M±SD

紧张度指数

有氧能力指数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安静电位值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集训前期

235.33±375.52

115.83±36.87

43.42±23.33

-11.4±20.56

0.22±0.09

集训中期

177.92±207.67

104.67±49.32

42.17±15.35

-9.27±11.31

0.21±0.08

集训后期

175.42±250.49

124.25±6.59

37.67±14.52

-4.39±15.73

0.22±0.08

F

0.704

0.906

0.332

0.797

0.456

P

0.502

0.414

0.720

0.459

0.638

表7 射箭运动员在集训前期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标的相关矩阵表

Table 7 Correlation Matrix of Anxiety Level and Central Function Index of Arch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raining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紧张度指数

有氧能力指数

安静电位值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状态焦虑

1.000

特质焦虑

0.919&

1.000

紧张度指数

0.173

0.267

1.000

有氧能力指数

-0.020

-0.155

0.137

1.000

安静电位值

0.177

0.120

-0.468

0.341

1.000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0.310

-0.468

-0.698&

0.040

0.346

1.000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0.220

0.333

0.960&

0.154

-0.444

-0.846&

1.000

注：&表示Sig（单侧）＜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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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数分别与迷走神经影响因素和交感神经影响因素之

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r 分别为-0.850、0.958；交

感神经影响因素和迷走神经影响因素呈显著负相关性，P

＜0.05，r=-0.930。

由表 9可以看出，射箭运动员在集训后期的焦虑水平

和中枢机能指标并无相关性。但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呈

显著正相关性，P＜0.05，r=0.950；紧张度指数分别与安

静电位值和迷走神经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r 分别

为-0.605、-0.898；紧张度指数与交感神经影响因素呈显

著正相关，P＜0.05，r=0.964；安静电位值分别与迷走神经

影响因素和交感神经影响因素呈显著相关性，P＜0.05，r

分别为 0.578、-0.580；交感神经影响因素和迷走神经影响

因素呈显著负相关，P＜0.05，r=-0.920。

3 讨论

3.1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

的变化规律

射箭属于高度依赖心理和技术的竞赛项目，经过多

年发展，规则的变化导致运动员单场比赛的箭支数越来

越少，胜负的关键往往不是如何战胜对手，而在于比赛中

如何战胜自己（王刚，1990），此类比赛情境更容易引起运

动员的高焦虑水平。因此，在专业射箭队对备战大赛期

间射箭运动员的焦虑水平进行研究尤为重要。本研究结

果显示，参加测试的射箭运动员在备战亚运会的集训中

期阶段，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较集训前期均呈现下

降趋势。这是因为运动员在集训前刚刚经历了选拔赛和

全国比赛，身心状态并未从竞赛阶段完全恢复，导致运动

员的焦虑水平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缓解。因此在集训前

期，训练计划安排往往是一些恢复性训练以及技术动作

训练，运动员在经历过此阶段的训练后，身体和心理都较

休整阶段得到一定恢复，建立了相适应的心理应激，焦虑

水平在集训中期会较前期稍有下降，不过这种下降趋势

并不显著。有研究表明，随着运动量的增大，运动员有更

多训练与毅力考验，当训练成果不理想时，就会增加焦

虑。再加上教练员、家人或社会给出的评价压力，容易产

生高焦虑情绪（戴晴晴 等，2010）。在进入集训后期，这

一阶段则安排有模拟赛和队内比赛，且集训结束后要进

行亚运会队伍选拔赛，运动员对比赛重要性的认知进一

步提高，加上教练员及领导对运动员寄予的期望往往使

得运动员心理压力增大，此时焦虑水平又会有所上升。

以往研究表明，特质焦虑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与个体

的文化水平、生活经验、年龄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健秋

等，1994）。本研究中，国家射箭队运动员在赛前集训阶

段训练内容基本相同，之所以在集训后期特质焦虑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是由于射箭运动的项目特点以及在集训

后期运动员受外界环境影响、前期付出和此阶段收获比、

队内胜负意识、思想负担重和渴望参加比赛等方面因素

的影响。这些变化是由射箭的项目特点和训练负荷的变

表8 射箭运动员在集训中期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标的相关矩阵表

Table 8 Correlation Matrix of Anxiety Level and Central Function Index of Archer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raining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紧张度指数

有氧能力指数

安静电位值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状态焦虑

1.000

特质焦虑

0.905&

1.000

紧张度指数

-0.097

-0.122

1.000

有氧能力指数

0.499&

0.560&

0.241

1.000

安静电位值

-0.373

-0.179

-0.386

0.246

1.000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0.161

0.078

-0.850&

-0.205

0.372

1.000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0.172

-0.156

0.958&

0.118

-0.423

-0.930&

1.000

表9 射箭运动员在集训后期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标的相关矩阵表

Table 9 Correlation Matrix of Anxiety Level and Central Function Index of Archer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raining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紧张度指数

有氧能力指数

安静电位值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状态焦虑

1.000

特质焦虑

0.950&

1.000

紧张度指数

-0.002

-0.057

1.000

有氧能力指数

0.169

0.054

0.282

1.000

安静电位值

0.216

0.270

-0.605&

-0.217

1.000

迷走神经影响因素

-0.250

-0.209

-0.898&

-0.334

0.578&

1.000

交感神经影响因素

0.121

0.092

0.964&

0.299

-0.580&

-0.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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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起，总体而言，射箭运动员在集训前、中、后期的焦虑

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趋势，可作为射箭运动员

在训练中焦虑水平的评定参考。

3.2 不同性别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特质

焦虑的变化规律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运动员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水平在 3 个训练阶段均高于男运动员，由表 3 可知，在集

训前期差异并不显著，而在集训中期的特质焦虑、集训后

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均明显高于男运动员。这

表明，当处于相同训练时期时，相较于男运动员，女运动

员则更容易产生高焦虑，这与何颖等（2014）研究中的男

女运动员在焦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相一

致。进一步分析发现，男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

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均无明显差异，而女运动员的状态焦

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在集训后期阶段明显高于集训中期阶

段（表 4）。这是因为不同性别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有

区别，男运动员的气质类型多为开朗和果断利落，性格一

般较稳定，在训练中遇到体育运动时常有的负性影响因

素，如受伤、责备、失败等，更容易采取正面解决措施，思

想上也更为积极和乐观。而女运动员则比较认真，情感

较细腻，同时自觉性较高（刘保华 等，2016；孙继新 等，

2005；吴爽爽 等，2006；朱建军 等，2013）。对训练中遇到

的威胁更具敏感性且容易产生注意偏向，甚至将生活中

无关训练的负性情绪视为威胁因素，在训练中无法回避

从而产生高焦虑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射箭队在历届奥

运会、亚运会等重大综合性赛事中的优异成绩，多为女子

项目所取得，国家射箭队也一直把女子项目，尤其是女子

团体项目视为备战重点，队内竞争也最为激烈。因此，在

赛前备战过程中相较于男运动员，女运动员更关心外界

对竞赛表现的评价，高度自我成就动机促使其对训练和

比赛的完成度、竞技水平的发挥、自我期望值升高，个别

运动员甚至过多关注于对手的优势而忽视自己的长处，

害怕比赛失败，出现担心、恐惧、失眠、脱发等症状，这些

都为高焦虑症状的体现。有关运动员状态——特质焦虑

在性别方面的差异研究迄今尚未达成共识，在本研究中

女运动员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男运动员，而苏联哈勒林

博士的结论却与之相反（吴忠海，1992；刘晓茹 等，

2004），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不同训练水平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变化的规律

在本研究被试者中入选国家队两次以上的运动员其

训练年限较多分布在 9年以上，而初次入选的运动员训练

年限均在 9 年以下。因此，本研究将 9 年设为训练年限分

界对运动员进行比较，发现训练年限在 9 年以上的运动

员，其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在集训后期均明显高于

集训中期（表 6），但训练年限在 9 年及以下的运动员其焦

虑水平在集训期却无明显差异。这是因为运动员在集训

前期由无训练强度的休息阶段过渡到队伍安排有计划的

训练阶段，训练专注度上升，有很强的心理暗示；而进入

集训中期后相对适应了国家队训练安排，且训练计划中

负荷强度变化较小，焦虑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进入

集训后期，尤其是选拔赛密集阶段，部分训练年限较长，

且有过一定国际、国内大赛经验的运动员，由于社会关注

度较高，对自己的目标设置往往集中在赢得积分，入选下

一阶段集训队伍等结果目标中。因而部分运动员出现虽

想赢得选拔比赛，但又害怕选拔失败的负面情绪，使其焦

虑水平提高。相比较而言，训练年限较短的运动员由于

社会关注度较低，心理负面暗示较弱，反而会将目标设置

为单纯的关注技术动作是否准确、执行教练员意图是否

坚决等过程目标，因此其焦虑水平变化不大。

本研究中不同训练年限的两个组别运动员状态焦虑

和特质焦虑水平在相同训练阶段均无显著差异（表 5），不

同运动等级的两个组别运动员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

在相同训练阶段也均无显著差异（表 7）。射箭是一项技

心能类表现准确性项目，对运动员心理稳定能力与关键

技术动作一致性水平有较高要求。特质焦虑是运动员在

训练或比赛时，对可预测威胁产生的一项稳定持久的人

格特征反映，所以 3个训练阶段中射箭运动员的特质焦虑

水平变化不明显。国家射箭集训队 3 个阶段训练负荷量

与负荷强度的变化虽有不同，但对于两组运动员在相同

阶段的负荷刺激相同，因而其状态焦虑水平也未出现显

著差异。

3.4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训练阶段焦虑水平与中枢机能变化

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训练前、中、后期，我国优秀射箭

运动员的中枢机能指标均有一定变化，虽然紧张度指数

较其他中枢机能指标变化幅度较大，但各指标变化均不

显著。这说明，运动员在 3 个训练阶段中，身体各机能状

态良好，生理和心理在训练后的恢复充足，这也是集训严

格把控训练量和训练负荷的良好反映。对中枢机能各指

标和焦虑水平做进一步相关矩阵分析发现，优秀射箭运

动员在集训前期和后期，其焦虑水平和中枢机能指标均

无相关性，但在集训中期有氧能力指数与状态焦虑和特

质焦虑水平都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即随着有氧能力指数

的下降，运动员焦虑水平也随之下降。自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上射箭竞赛规则由环胜制变为局胜制后，对射箭项

目淘汰赛竞赛制胜因素的研究也随之发生变化。淘汰赛

中射箭运动员发射的箭支数量和时间越来越少、对抗性

越来越强，对运动员心理、技术、体能要求越来越高。同

时，专业化的射箭技术训练要求运动员通过大量的实射

来精雕细琢关键技术动作，优秀射箭运动员每天实射箭

支要达到 500 支，训练时长往往会达到 5～6 h，没有充沛

的体能储备、耐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很难坚持到最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射箭项目团体冠军崔美善曾在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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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谈及法特莱克跑能够使其在跑步中释放训练压力、

缓解焦虑；韩国职业射箭队——科隆男子射箭队在日常

训练中，每周训练计划中会安排 3 次不同形式的跑步，主

要包括上坡跑和长时间持续跑。国家射箭集训队为了适

应新规则，在体能训练计划中非常重视有氧能力训练，集

训中期较集训前期的体能训练中有氧运动项目比重逐渐

加大。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这样的体能训练方式使得

运动员训练后Omega wave测试有氧能力指数较集训前期

有所下降，但运动员有氧能力发展潜力却增大，这正是适

应性提高的表现，同时这一阶段运动员状态焦虑水平也

随之下降。这表明，有氧训练不仅提高了国家射箭集训

队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和有氧耐力，为平时长时间的训练

和比赛提供了良好的体能支撑，同时有氧能力的强化也

能够使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比赛中情绪保持较为稳定

的状态。

有研究表明，无论处于哪个训练阶段，我国优秀射箭

运动员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即特质焦虑水平高的运动员，其状态焦虑水平也高，特别

是赛前模拟比赛训练等类似关键训练时，尤为明显。由

于射箭项目赛制的特点，高水平运动员在参加排名赛（72

支箭或 144 支箭环胜制）和淘汰赛（局胜制）时，并不存在

身体接触的直接对抗，完全属于个人心理和技术能力的

较量，需要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场地、设备、环

境、观众、对手等，容易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再加上运

动员作为独立个体，具有不同的特质品质，特质焦虑水平

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状态水平的高低。本研究结

果印证了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焦虑的交互论观点。该理论

认为，焦虑是人与环境在多向性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特质焦虑与状态焦虑相关，在一定的紧张环境下，特质焦

虑程度高的人比特质焦虑程度低的人表现出更高的状态

焦虑（Broadbent et al.，1998；Lau et al.，2006）。国内部分

关于运动焦虑的研究结果趋向于支持这个观点（蔡劲松

等，2012；党彩萍，2003；黄波 等，2015；刘尚礼 等，2018；

王兴泽 等，2018 于翠兰 等，2004）。这提示，一方面在射

箭项目选材过程中应尽可能不选择特质焦虑水平高的运

动员；另一方面，教练员在训练指导以及比赛指挥过程中

应尽可能选择中性的动作提示语，预防运动员产生负面

情绪。同时，在比赛方案的制定中要考虑运动员的个体

化差异，尽可能在赛前进行适应性训练及抗干扰训练。

通常情况下，人体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处于相互平衡

的制约中。本研究集训后期训练安排有很多模拟赛、选

拔赛，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出现紧张活动，不能快速进入

训练状态，此时交感神经活动起着主要作用，在这一阶段

的测试过程中出现心率上升、新陈代谢亢进、血压升高等

交感神经活动兴奋的现象。甚至有运动员反映出现失眠

多梦、睡眠轻浅、腹泻等症状。在日常训练中，运动员在

拉弓撒放的一瞬间，往往是憋气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

既要关注前肩位置和后肘用力情况，还要注意靶面及风

向，此时紧张度上升。在后期训练和比赛时，运动员会因

为太在意成绩而过多关注环值忽略动作一致性，若出现

环值不理想或者失误情况，运动员在箭出手瞬间会使用

甩弓动作进行弥补，瞬间的紧张使心脏收缩力增强，此时

相对应的交感神经兴奋性也增强。相反，为了维持机体

中枢机能的稳定，此时与其相互抗衡的迷走神经则随着

紧张度升高而兴奋性降低（Craig et al.，2008）。

安静电位值是对大脑额叶系统整合中心当前兴奋程

度的一个量化指标，运动员在训练中，额区可对即将做出

的技术动作提前安排处理程序。额区的电位异常升高或

降低时，其认知效率随之降低且学习能力下降，对某些身

体、心理、社会或其他刺激反应不足，抗压能力下降，心理

情绪不稳定，学习和操作之前习得的动作能力降低，导致

竞技水平发挥失常。当安静电位值升高时，警觉性和心

理活动增加，此时为了维持机体的稳定性，迷走神经兴奋

性增强，以达到干预效果，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并恢

复身体功能。当安静电位值降低时，运动员警觉性和心

理活动降低，从安静状态到休息状态的调节过程处于能

量下降状态，此时迷走神经兴奋性降低，机体为了达到相

互制衡，交感神经兴奋性随之增强，紧张度指数升高，带

动机体兴奋，从而唤醒运动员最佳运动状态。因此，在研

究运动员中枢机能变化对其焦虑水平的影响时，不可忽

略自身中枢机能变化带来的影响。

4 小结

射箭运动员在不同集训阶段的焦虑水平随训练负荷

的变化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趋势。

在相同负荷的训练阶段，女射箭运动员相较于男射

箭运动员更容易产生高焦虑。

优秀射箭运动员的焦虑水平不会因为运动等级的不

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但相较于训练年限短的运动员，训练

年限长的运动员焦虑水平变化更显著。

国家队不同训练阶段有氧运动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射箭运动员的焦虑水平变化，各中枢机能指标间也

存在着显著相关性。

参考文献：

巴永善，2009.江苏省优秀射箭运动员年龄结构特征分析［J］.南京体

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8（2）：41-43.

蔡劲松，郭庆荣，2012.赛前焦虑对排球发球技术的影响与分析：以

温州体校女排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25）：8-9，11.

戴晴晴，严进，陈晨，等，2010.射击射箭运动员功能性胃肠症状与状

态：特质焦虑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8（5）：

550-552.

党彩萍，2003. 高考前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人格和自我效能感的关

系研究［D］. 包头：内蒙古师范大学．

77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7期

董云英，张小聪，周仁来，2015.考试焦虑者对不同程度威胁刺激的

注意偏向［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6）：954-958.

高丽，唐云翔，严进，等，2010.射击射箭运动员竞赛状态焦虑状况及

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8（9）：1047-1050.

何洋，王霆，石岩，2007.我国优秀射箭运动员脑功能特征研究［J］.成

都体育学院学报，33（2）：73-77.

何洋，王霆，石岩，2008.我国高水平射箭运动员选材指标与标准的

研究［J］.体育科学，28（5）：33-43.

何颖，王祥权，陆秋云，2014.高水平散打运动员运动心理技能和应

对方式相关性研究：以四川队为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0

（2）：54-59.

黄波，刘琳，2015.网球裁判员临场焦虑及心理调控方法探析［J］.体

育研究与教育，30（1）：117-121.

金健秋，朱体荃，1994.我国优秀少年男子篮球运动员特质焦虑和状

态焦虑的初步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30（7）：14-17，48.

乐霄，赵体玉，余云红，等，2017.术前等待间手术患者焦虑状态及影

响因素［J］.中国护理管理，17（7）：886-892.

刘保华，刘琳，2016.我国U-16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意志品质与竞赛状

态焦虑的关系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3（2）：231-235，256.

刘尚礼，尹燕涛，陈旭，2018.不同状态焦虑水平下跆拳道运动员的

视觉搜索特征：来自ERP的证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3（1）：

39-43.

刘贤臣，孙良民，唐茂芹，等，1997. 2 462名青少年焦虑自评量表测

查结果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1（2）：75-77．

刘晓茹，夏忠梁，陈丹，等，2004.我国优秀单人花样滑冰运动员焦虑

水平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3（6）：758-760.

吕旭涛，李巧灵，刘康昱，2018.高水平篮球运动员应对自我效能对

其赛前焦虑和心理疲劳的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11）：

65-69.

马启伟，张力为，1998.体育运动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牛斯然，王霆，2017.优秀手枪运动员心理状态及中枢神经机能变化

［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6）：100-104.

瞿怡然，蔡赓，沈富强，等，2007.苏州市射击运动员的特质焦虑和竞

赛状态焦虑分析［J］.体育科研，3：76-78.

石岩，吴慧攀，2009.运动员参赛心理风险的理论建构［J］.体育与科

学，30（1）：57-63.

斯力格，冮勇，欧晓涛，2010.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流畅

状态特征及其特质性心理因素的关系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

报，29（6）：13-15.

孙波，徐乐良，2007.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现状与应激性生活事件

的调查与分析［J］.安徽体育科技，（1）：61-63.

孙国晓，张力为，2015.竞赛特质焦虑干扰抑制功能：对注意控制理

论的检验［J］.心理科学，38（2）：400-407.

孙继新，惠艳，2005.第二十八届雅典奥运会中国女篮实力分析与对

策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3）：8-12.

谭先明，王英，蔡建兵，2013.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心理健康与心理应激、

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的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5（1）：81-83，89.

王刚，1990.对射箭运动员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探讨［J］.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16（2）：76-81.

王树明，2004.运动员竞赛焦虑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7（2）：188-190.

王兴泽，陈佩杰，于杰，等，2018.物理疗法刮痧干预竞技举重训练的

实验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3）：79-83.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1999.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205-209.

吴爽爽，邓兴国，王霆，等，2006.国家优秀射箭运动员个人撒放箭时

间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42（3）：134-136.

吴忠海，1992.对我国速滑运动员特质焦虑和状态的初步研究［J］.体

育科学，12（5）：87-89，96.

徐本力，2001.优秀运动员大赛前竞技状态调控的时间学规律研究

（上）［J］.体育科研，22（2）：20-22.

杨国庆，叶小瑜，彭国强，等，2019.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战略思路

与体系构建：基于中外奥运备战经验［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

（1）：57-64.

叶奕乾，祝蓓里，谭和平，2016.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于翠兰，李旺华，2004.从2003年全国女子散打冠军赛看高水平运动

员比赛焦虑水平现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3）：54-56.

张力为，任未多，2002.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M］.北京：高等教

出版社 .

章淑慧，2010.诱发性注意偏向及其与焦虑易感性运动员的关系［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9（3）：106-110.

张真，肖岚，曾秋明，等，2013.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精神狼疮临

床分析［J］.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13（1）：43-48.

赵非一，燕海霞，宋花玲，等，2019.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大学生高水平

女排运动员赛前焦虑及睡眠管理中的疗效探索［J］.武汉体育学

院学报，53（10）：93-100.

赵光圣，2006.散打运动赛前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J］.体育科学，26

（7）：82-95.

周文婷，2017.我国优秀单板U型场地滑雪运动员竞赛状态焦虑及

影响因素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35（6）：46-50.

朱建军，彭国强，2013.大学生优秀篮球运动员赛前竞赛状态焦虑特

征研究：以江苏省部分高校为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12（2）：20-23.

BARTLEWSKI P P，VAN RAALTE J L ，BREWER B W，1996. Effects

of aerobicexercise on the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body esteem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J］. Women Sport Phys Activ J，5：49-62.

BROADBENT D E，BROADBENT M，1998. Anxiety and attention

base：State and trait［J］.Cognition Emotion，2，165-183.

CRAIG P，SIDNEY L，JOHH K，et al.，2008. Vasovagal reactions dur‐

ing femoral arterial sheath removal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

tervention and impact on cardiac events［J］. Int J Cardiol，

127（2）：252-254.

IAU J Y F，IEY T C E，STEVENSON J，2006. Examining the state-

trait anxiety relationship：A behavior genetic approach［J］. J Ab‐

norm Child Psychol，34（1）：18-26.

MCAULEY E，BANE S M，MIHALKO S L，1995. Exercise in middle-

aged adults：Self-efficacy and self-presentational outcomes［J］.

Prev Med，24：319-328.

MORGAN，1979. Anxiety reduction following physical［J］. Phychia‐

tram，9：36-45.

SPIELBERGER C D，GORSUCH R L，LUSHENE R，et al.，1983.

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Form Y）［M］. Palo

Alto：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Inc：577.

（收稿日期：2019-07-25； 修订日期：2020-03-09； 编辑：丁合）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