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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朋友网络支持

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及路径，并考察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朋

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具

有正向的影响，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更高；影响路径表现为朋友

网络支持可以直接促进老年人锻炼参与，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适应程度间接促进老年人锻

炼参与；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存在内部异质性，对城市老年人和高龄老

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注重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除了动员家庭成员支持外，全社会

应努力创造适宜于老年群体的社交环境，为建立老有所依的友伴关系提供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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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in 2018, this paper us‐

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riend network support on exercise par‐

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its path, and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daptation. Logis‐

tic regression is used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e of friend network support on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network support of friends has a positive im‐

pact on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The more supports the elderly gets, the more

possibility there are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exercise. The path of influence is that the

network support of friends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

ly, but also indirectly promote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by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social adaptation. The influence of friend network support on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has the heterogeneity, which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among urban elderly and elderly at ad‐

vanced age. In addition to mobilizing the support of family members,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strive to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environment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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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

球报告》中强调，健康老龄化旨在努力提升老年人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功能，使其在与有

利的外界环境互动中充分发挥功能，这意味着在健康的老龄化社会应致力于促进绝大

多数老年人的身体、心理、社会关系均处于良好的状态，具备完善的支持性环境，以保

证其有高质量的生活并继续个人发展。但在众多健康促进计划中仍未能体现这一模

式，其原因在于目前仍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在计划中增加社会支持因素设计的合理性

（Agarwal et al.，2018）。

在将社会关系作为一条新线索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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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家人作为老年人社会关系的首属群体而存在，其

次是朋友（Rözer et al.，2016；Thanakwang et al.，2012）。

以家庭关系为主的核心社交网络曾在老年阶段占据主要

地位（Fiori et al.，2008），表现为个体职业范畴中建立的社

会关系逐渐丧失，对日常亲密关系更加重视（Antonucci，

2001），社交范围日渐聚焦为以家人为主的核心关系，进

而家人对其健康的影响也更为显著（Ochieng，2011）。但

有研究发现，由于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家庭规模日渐

缩小且稳定性降低，尽管多数老年人由于健康和体能原

因可能依旧不愿维持广泛的社会接触，但社会交往的聚

焦范围已从家人逐渐扩展至家人和朋友两种并行社会关

系（Smith et al.，2017）。这意味着当不再能够获得持续足

够的家庭支持时，朋友网络的支持作为老年期社会关系

中第二顺位的支持来源，对健康影响变得更加重要（Men‐

donça et al.，2014）。

寻找优化的健康促进方法是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健康

和社会护理系统影响的关键（Matz-Costa et al.，2019）。有

研究证明，建立包括朋友和家人在内的社交网络、参与体

育休闲和社交活动是重要的支持机制（王富百慧，2019；

Hornby-Turner et al.，2017）。体育锻炼是老年人动态、连

续健康促进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高亮 等，2015）。研究

发现，参与锻炼不仅可以抵抗老年期身体机能的衰退（曲

天敏 等，2017；徐子艺，2018；杨子燚 等，2019），互动中建

立的友情对寂寞感和孤独感较强的老年人尤为重要，为

其提供了倾诉的机会，通过情感交流调整情绪，使其获得

更多的关注感，成为增进健康的重要支持性环境（Jang et

al.，2016；Khazaee-Pool et al.，2015）。部分老年人不仅能够

在缺少专业教练的情况下得到来自朋友的有效指导（Dor‐

go et al.，2013），促进并保持对锻炼计划的坚持（Burton et

al.，2018），对锻炼的认知和态度也可能在相应的关系规

范下得到有效传播和扩散，并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构建新

的社交关系，使得体育锻炼成为老年人之间维持良好互

动的一种高效、便捷方式（张晓丽 等，2018）。

尽管已有研究证明，在锻炼过程中建立的社交环境

有助于激励老人的锻炼行为，进而改善其身心健康，成为

持续社会化的关键，但针对老年期朋友关系如何有效促

进老年人积极参与到锻炼中去，仍缺乏有效的实证结论，

这对于促进老年期体育参与、提升体育福利获得感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聚焦老年期最为重要的社交渠

道，探讨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机制，着

重讨论以下 3个问题：1）朋友网络支持是否影响老年人的

锻炼参与；2）朋友网络支持通过何种路径影响老年人的

锻炼参与；3）朋友网络支持对哪种类型老年人的锻炼促

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探讨老年人体育锻炼过程中的陪

伴效应，有助于了解社会关系对老年健康的影响机制。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

方法。选定县级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作为初级抽样

单位（primary sampling unit，PSU），村/居委会作为次级抽

样单位（secondary sampling unit，SSU），调查对象为年满

60 周岁的中国公民，覆盖中国大陆的 28 个省份。这项调

查包括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照料需求、家庭结构、经济状

况、社会保障、就业情况、老化态度等模块。研究使用了

其 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样本对全国具有代表性，总样

本量为 11 419人。

1.2 变量

1.2.1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年人的锻炼参与。依据问卷中“在过去 1

年中您是否参与过体育锻炼”来对老年人是否参与体育

锻炼情况进行衡量，参与体育锻炼为 1，未参与体育锻炼

为 0（表 1）。

1.2.2 自变量

自变量是老年人的朋友网络支持，其测量和操作化

依据 Lubben等（2006）的社会网络量表展开。基于问卷中

的“您 1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

朋友放心地谈您的私事”“当您有需要时，有几个朋友可

以给您提供帮助”来测量，依据各问题回答的具体人数将

变量取值分为 6 等：当人数为 0～2 人时，按实际人数赋

值；当人数为 3～4 人时，变量取值为 3；当人数为 5～8 人

时，变量赋值为 4；当人数为 9人及以上时，变量赋值为 5，

其加总后的值作为朋友网络支持的测量值。

1.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从人口学特征、经济特征、健康特征和社会

网络 4 个方面展开。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配偶健在情况、是否为空巢和宗教信仰，其中除年

龄为连续变量和受教育程度为四分类变量外，其余均为

虚拟变量。经济特征包括户口性质、社会保障数量、退休

情况以及收入。健康特征包括情绪、自评健康和慢性病

患病数量。社会网络包括为家庭网络支持和社会适应，

前者操作化参见朋友网络支持，后者为本研究所关注的

中介变量。

1.3 研究方法

针对着重讨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来探究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及路

径，并考察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由于研究的结构方程

模型中因变量、自变量和多数控制变量均为二分变量，因

此在运用 Mplus 建模时使用了均数方差调整加权最小二

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s with Adjusted Mean and Vari‐

ance，WLSMV），其连接函数为 Probit 函数。在关注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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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支持对哪种类型老年人的锻炼促进作用更为有效这

一问题时，将老年人按城乡和年龄划分为不同组别分别

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进而分析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

人锻炼影响的异质性。

2 研究结果

2.1 朋友网络的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及路径

通过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其拟合结果显示该结构

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卡方（χ2）值为 4.758，比较

拟合指数CFI和TLI均大于 0.9，加权残差均方根（WRMR）

为 0.37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为 0.000（表 2）。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 3）可知，关键自变量朋友

网络支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参与情

况，一方面是朋友网络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容易参

与体育锻炼，另一方面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

平，间接促进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同时，老年人的人口

学特征、经济特征、健康特征和社会网络不仅直接影响参

与体育锻炼，还通过社会适应间接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

的参与情况。

通过各个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 4）可知，朋

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直接效应为 0.045，

通过社会适应的间接影响为 0.002，总效应为 0.047，且这

种正向影响是显著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得到路径图（图 1），研究发

现：1）朋友网络支持有效地促进了老年锻炼参与，回应了

研究着重关注的第 1个问题。从模型结果可知，朋友网络

支持对老年人是否参与体育锻炼均具有直接正向的作

用，即支持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更

高；2）朋友网络支持能够直接影响老人锻炼参与，同时还

通过社会适应程度间接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决策，回应

了研究关注的第 2 个问题。朋友网络支持程度越高的老

年人越容易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支持程度越高也会增加

老年人社会适应程度，进而促使其更容易参与体育锻炼。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

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都已经超过了家

庭网络支持；3）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特征、健康特

征和社会网络差异对其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不同。

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条件更好，健康程度越好，社会支

持越高的老年人更容易参与体育锻炼。除了朋友网络支

持之外，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数量、退休情况、情

表1 主要变量及对应内容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Corresponding Contents

变量

因变量

人口学特征

经济特征

健康特征

社会网络

是否参与锻炼（1=是）

性别（1=男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配偶是否建在（1=是）

空巢（1=是）

宗教信仰（1=有）

户口性质（1=非农业）

社会保障的数量

是否退休（1=是）

收入

情绪

自评健康程度

慢性病患病数量

家庭网络支持

朋友网络支持

社会适应

对应问卷内容

虚拟变量，“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体育锻炼”

虚拟变量，“性别”

连续变量，“出生年份”

“您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

“和您同吃同住的都有哪些人”

“您是否有宗教信仰”

虚拟变量，“您的户口”（农业户口包括从农业转为居民的户口，非农业相同）

“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进行加总

“您是否办理了退休”

“过去12个月，您个人的总收入”，以 log函数进行处理

“最近一周您的心情”，分数越高情绪状态越差

连续变量，“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将健康程度的选项转换为分值，去除无法

回答的选项，分数越高自评状况越好

“您患有哪些慢性疾病”进行加总

“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的1、2、3小问计算得出，分数越高支持越好

“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的4、5、6小问计算得出，分数越高支持越好

“您觉得以下符合您当前的实际情况”社会适应量表计算所得，分数越高适应度越好

表2 模型拟合指标及参照值

Table 2 Model Fitting Index and Reference Value

拟合测量

自由度

模型拟合

RMSEA

CFI

TLI

WRMR

模型指标

6

0.575 2

0.000，90% CI（0.000，0.011）

1.000

1.008

0.373

参照值

≥ 0.05

≤ 0.05

≥ 0.90

≥ 0.9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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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以及健康特征也会通过社会适应间接正向影响老年人

的锻炼参与情况。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保障

数量越多，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越能适应老年期社会

参与环境的变化，进而更容易参与体育锻炼。

表3 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结构方程模型

Table 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变量

人口学特征

经济特征

健康特征

社会网络

人口学变量

经济特征

健康特征

社会网络

是否参与锻炼是否参与锻炼（（1=是是））

性别（1=男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配偶是否建在（1=是）

空巢（1=是）

宗教信仰（1=有）

户口性质（1=非农业）

社会保障的数量

是否退休

收入

情绪

自评健康程度

慢性病患病数量

家庭网络支持

朋友网络支持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社会适应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社会保障的数量

是否退休

情绪

自评健康程度

慢性病患病数量

家庭网络支持

朋友网络支持

STD标准化系数

-0.028*

-0.191***

0.085***

0.016

0.049***

0.032**

0.155***

0.018

0.189***

0.049***

-0.104***

0.065***

0.030*

0.040*

0.045**

0.047***

-0.035***

0.050***

0.025**

0.057***

0.022**

0.094***

0.041***

-0.092***

0.053***

SE

0.013

0.014

0.013

0.014

0.013

0.012

0.016

0.012

0.016

0.014

0.014

0.014

0.013

0.016

0.016

0.013

0.010

0.011

0.009

0.015

0.007

0.009

0.008

0.011

0.011

P

0.030

0.000

0.000

0.241

0.000

0.008

0.000

0.131

0.000

0.000

0.000

0.000

0.023

0.014

0.005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表4 自变量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Table 4 The Direct，Indirect，and Total Effec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Physical Exercise among the Elderly

变量

人口学变量

经济特征

健康特征

社会网络

性别（1=男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空巢（1=是）

宗教信仰（1=有）

户口性质（1=非农业）

社会保障的数量

是否退休

收入

情绪

自评健康程度

慢性病患病数量

家庭网络支持

朋友网络支持

社会适应

直接效应

-0.028*

-0.191***

0.085***

0.049***

0.032**

0.155***

－

0.189***

0.049***

-0.104***

0.065***

0.030*

0.040*

0.045**

0.047***

间接效应

－

-0.002***

0.002***

－

－

－

0.001**

0.003***

－

0.001**

0.004***

0.002***

-0.004***

0.002***

－

总效应

-0.028*

-0.193***

0.087***

0.049***

0.032**

0.155***

0.001**

0.192***

0.049***

-0.103***

0.069***

0.032**

0.036*

0.047**

0.047***

2.2 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影响的异质性

以是否参与锻炼作为二分类因变量，分析朋友网络支

持对促进何种类型老人的锻炼参与更为有效（表 5）。根

据回归结果可见，朋友网络支持对城市老年人锻炼参与的

影响更为显著，但对农村老年人的锻炼参与未见显著影

响。朋友网络支持对 7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影响更为

显著，朋友网络支持程度越高越容易参与体育锻炼。对于

60～69 岁低龄老年人而言，朋友网络支持对其锻炼参与

并无显著的影响。上述回归模型验证了老年人锻炼参与

存在群体异质性，表明朋友网络支持对体育锻炼参与的促

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群体之中。

3 讨论

进入老年期后不可避免地面临角色转换，社会中的

个体在老化过程中会不断丧失和重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

系，成功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新社会角色和新社会关

系带来挑战的适应（Robbert，1983）。研究着重探讨了朋

友关系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机制，验证了 3个具有递

进关系的研究问题。

模型结果证明了作为老年期重要的社会关系，朋友

网络支持直接影响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情况，即得到来

自朋友的支持程度越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

也越高。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情感需求中来自家庭支持

的部分正在被削弱，家庭关系开始弱化而朋友关系日益

增强（Mendonça et al.，2014；Smith et al.，2017），这一变化

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佐证，发现尽管家人支持对

提升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具有直接效应，但朋友的影响程

度更大，也更显著，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锻炼

的参与情况。相对于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更加可塑。对

于一些家庭支持不足的老年人而言，朋友社群的组建就

显得格外重要，建立积极的、高质量的朋友网络更有利于

促进老年期身心健康。

同时，朋友关系可通过两种路径影响老年人锻炼参

与情况。一方面是直接影响，即朋友支持程度越高，老年

人越容易参与锻炼；另一方面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

适应水平间接促进锻炼参与。在从得到朋友支持到适应

锻炼的过程中，社会适应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老年人重塑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接纳新的

社会身份并提升社会的融入感，其溢出效应可能使得参

与锻炼的社会价值不仅局限于改善健康，在相应的关系

网络规范下传播锻炼的认知和态度，或者自身锻炼行为

更可能受到朋友关系中其他成员锻炼偏好的影响等，成

为老年人之间维持良好互动的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在

以锻炼为目的的社交互动中不断重新建构一种新的依赖

和支持关系，使得体育社交网络成为老年期健康促进干

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性环境。

尽管朋友支持对锻炼参与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但

也是有条件的。在考察其健康效益时，从生命历程和福

利视角的考察分析很有必要。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个人

特征、经济能力、健康水平都对锻炼参加与否有直接的影

响，也可通过社会适应水平间接影响锻炼参与情况。例

如，处于退休状态、受教育程度和健康自评程度更高的老

年人，通过朋友之间的交往提高了社会适应水平，进而促

进锻炼参与的可能性也更高；由于城市社交空间的多样

性和便捷性，更容易成为老年友谊建立的纽带，因此，朋

友支持对城市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高龄老

人的社交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朋友间的互动和支持往往

更能促进其参与锻炼，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促进。

上述差异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群体异质，而应从生命历程

角度纵深思考，所谓异质更可能是在长期福利优劣势累

积下形成的一种路径选择和社交需求。因此，在鼓励老

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时，要考虑到影响其参与体育锻

炼的多重因素。除稳定的家庭关系外，应依据个体需求

差异营造更有利于锻炼参与的社交环境和社会网络支

持，建设分类指导的健康促进体系，从而提升老年期锻炼

的参与程度。

朋友间的陪伴、鼓励与信息交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老年人锻炼的参与热情，但通过锻炼建立的朋友关系

已是完成了对兴趣爱好、身体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筛选，相

似程度较高的老人更有可能共同结伴参与锻炼，这对于

重新建立稳定且积极的老年期社会关系具有实践意义。

当不再局限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交圈层时，社区及更广

泛的空间环境或将成为老年人建立新生活方式的重要场

域。社区健康促进策略在“提升大众健康水平，控制医疗

图1 路径分析图

Figure 1. Pa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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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9 岁低龄老年人而言，朋友网络支持对其锻炼参与

并无显著的影响。上述回归模型验证了老年人锻炼参与

存在群体异质性，表明朋友网络支持对体育锻炼参与的促

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群体之中。

3 讨论

进入老年期后不可避免地面临角色转换，社会中的

个体在老化过程中会不断丧失和重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

系，成功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新社会角色和新社会关

系带来挑战的适应（Robbert，1983）。研究着重探讨了朋

友关系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机制，验证了 3个具有递

进关系的研究问题。

模型结果证明了作为老年期重要的社会关系，朋友

网络支持直接影响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情况，即得到来

自朋友的支持程度越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

也越高。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情感需求中来自家庭支持

的部分正在被削弱，家庭关系开始弱化而朋友关系日益

增强（Mendonça et al.，2014；Smith et al.，2017），这一变化

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佐证，发现尽管家人支持对

提升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具有直接效应，但朋友的影响程

度更大，也更显著，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锻炼

的参与情况。相对于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更加可塑。对

于一些家庭支持不足的老年人而言，朋友社群的组建就

显得格外重要，建立积极的、高质量的朋友网络更有利于

促进老年期身心健康。

同时，朋友关系可通过两种路径影响老年人锻炼参

与情况。一方面是直接影响，即朋友支持程度越高，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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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的过程中，社会适应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老年人重塑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接纳新的

社会身份并提升社会的融入感，其溢出效应可能使得参

与锻炼的社会价值不仅局限于改善健康，在相应的关系

网络规范下传播锻炼的认知和态度，或者自身锻炼行为

更可能受到朋友关系中其他成员锻炼偏好的影响等，成

为老年人之间维持良好互动的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在

以锻炼为目的的社交互动中不断重新建构一种新的依赖

和支持关系，使得体育社交网络成为老年期健康促进干

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性环境。

尽管朋友支持对锻炼参与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但

也是有条件的。在考察其健康效益时，从生命历程和福

利视角的考察分析很有必要。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个人

特征、经济能力、健康水平都对锻炼参加与否有直接的影

响，也可通过社会适应水平间接影响锻炼参与情况。例

如，处于退休状态、受教育程度和健康自评程度更高的老

年人，通过朋友之间的交往提高了社会适应水平，进而促

进锻炼参与的可能性也更高；由于城市社交空间的多样

性和便捷性，更容易成为老年友谊建立的纽带，因此，朋

友支持对城市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高龄老

人的社交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朋友间的互动和支持往往

更能促进其参与锻炼，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促进。

上述差异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群体异质，而应从生命历程

角度纵深思考，所谓异质更可能是在长期福利优劣势累

积下形成的一种路径选择和社交需求。因此，在鼓励老

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时，要考虑到影响其参与体育锻

炼的多重因素。除稳定的家庭关系外，应依据个体需求

差异营造更有利于锻炼参与的社交环境和社会网络支

持，建设分类指导的健康促进体系，从而提升老年期锻炼

的参与程度。

朋友间的陪伴、鼓励与信息交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老年人锻炼的参与热情，但通过锻炼建立的朋友关系

已是完成了对兴趣爱好、身体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筛选，相

似程度较高的老人更有可能共同结伴参与锻炼，这对于

重新建立稳定且积极的老年期社会关系具有实践意义。

当不再局限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交圈层时，社区及更广

泛的空间环境或将成为老年人建立新生活方式的重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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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路径分析图

Figure 1. Pa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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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总费用”方面已卓有成效。以居住社区为纽带建立

的社会关系逐渐改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社区活动参与

程度已成为老年健康自评预测的显著要素（Honda et al.，

2010）。目前，依托社区环境开展老年健康促进项目已成

为国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流行趋势，这对于在全球老龄

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有效供给，创

建健康老龄化所需的良好支持性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研究着重考察了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

作用，但对家庭网络支持并未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家庭

网络支持通过社会适应对体育锻炼的间接效用为负，这

可能提示了非家庭领域的社会网络与家庭领域的社会网

表5 分城乡、年龄组老年人体育锻炼决策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Table 5 Regression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hysical Exercise among Urban，Rural，and Different Ages Elderly Groups

人口学变量

经济特征

健康特征

社会网络

常量

样本量

性别（1=男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配偶是否建在（1=是）

空巢（1=是）

宗教信仰（1=有）

户口性质（1=农业）

社会保障的数量

收入

情绪

自评健康程度

慢性病患病数量

家庭网络支持

朋友网络支持

社会适应

非农业

0.921

（0.067）

0.939***

（0.006）

1.416***

（0.116）

1.785***

（0.193）

1.805***

（0.297）

1.331**

（0.181）

1.057

（0.095）

1.430***

（0.115）

1.063

（0.078）

0.940**

（0.030）

0.950***

（0.007）

1.048

（0.049）

1.041*

（0.024）

1.032*

（0.019）

1.060***

（0.017）

1.019

（0.012）

36.99***

（22.640）

4 043

农业

0.857

（0.084）

0.965***

（0.008）

1.879***

（0.217）

2.224***

（0.423）

1.413

（0.922）

1.143

（0.221）

1.047

（0.122）

1.176

（0.119）

0.970

（0.080）

1.290***

（0.048）

0.999

（0.008）

1.185***

（0.069）

1.060*

（0.035）

1.023

（0.023）

0.994

（0.020）

1.024

（0.016）

0.049 9***

（0.039）

4 481

60～69岁

0.754***

（0.060）

1.732***

（0.158）

2.435***

（0.306）

3.335***

（0.771）

1.510***

（0.240）

1.015

（0.108）

1.407***

（0.122）

3.135***

（0.292）

1.068

（0.092）

1.107***

（0.038）

0.966***

（0.007）

1.127**

（0.058）

1.063**

（0.031）

1.045**

（0.021）

1.026

（0.018）

1.034***

（0.013）

0.019 3***

（0.009）

3 870

70～79岁

1.163

（0.112）

1.551***

（0.173）

1.553***

（0.244）

1.200

（0.312）

0.944

（0.168）

0.948

（0.103）

1.252**

（0.130）

2.939***

（0.328）

0.996

（0.078）

1.099**

（0.043）

0.966***

（0.009）

1.110*

（0.065）

1.082***

（0.032）

1.029

（0.023）

1.039*

（0.021）

1.010

（0.016）

0.028 7***

（0.016）

3 247

80岁及以上

0.807

（0.157）

1.068

（0.261）

1.333

（0.451）

0.842

（0.432）

1.299

（0.454）

1.687**

（0.345）

1.171

（0.234）

2.895***

（0.657）

0.963

（0.152）

0.965

（0.067）

0.984

（0.015）

1.039

（0.117）

0.931

（0.052）

0.950

（0.041）

1.073*

（0.040）

0.999

（0.030）

0.087 6**

（0.094）

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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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这一猜测正确与否，将在

后续对家庭网络支持和朋友网络支持在老年人体育锻炼

中的影响及关系研究中进行更为详实的考察和分析。

4 结论

1）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具有正向的影

响，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更高。

2）影响路径表现为：朋友网络支持可以直接促进老

年人锻炼参与，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适应程度间接促进

老年人锻炼参与。

3）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存在内部

异质性，对城市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

4）应注重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除了动员家庭

成员支持外，全社会应努力创造适宜于老年群体的社交

环境，为建立老有所依的友伴关系提供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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