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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促进压力下运动表现的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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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压力情景，以运动员挑战-威胁状态理论和正念-接受-觉悟-投入训练为指

导，探究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对压力下大学生运动员运动表现的影响。方法：选取 120名大学生运动员，采

用 3×3 混合设计，组间自变量为心理训练方式（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正念训练/无训练），组内自变量为时间（前测/后

测/追踪测试），因变量为虚拟现实射击任务表现、挑战-威胁状态评估得分和五因素正念得分。结果：正念训练后，

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比前测显著提高（P=0.065），正念水平显著提高（P＜0.001），在撤销正念训练后，运动员的正念水

平仍然显著高于前测（P＜0.001）；接受传统心理训练的运动员挑战-威胁状态得分显著提高（P＜0.01）；无训练组的

运动员各因变量指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均能提高运动员在压力下的运动表现，产

生积极的心理效益；正念训练的即时效果较好，传统心理训练的延续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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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帮助运动员应对压力的方

法主要有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两种。传统心理

技能训练是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的技术和原则，主张通过

控制或改变内部心理过程，减少消极心理体验，从而帮助

运动员提高运动表现（Gustafsson et al.，2017）。正念训练

则强调接受，要求个体觉察当下，接受当下的心理状态，

不做判断，允许消极想法和情绪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

当下的任务上（张鸽子 等，2012）。

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遵

循的理论基础也有所不同。例如，目标设置训练遵循成

就目标理论（Achievement Goal Theory），表象训练遵循心

理神经肌肉理论（Mental-Neuro-Muscle Theory）和符号学

习理论（Symbol Learning Theory）等（张力为 等，2003）。

不同的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方法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变 了 受 训 者 的 心 理 状 态（Birrer et al.，

2010；Kudlackova et al.，2013）。然而，运动员接受传统心

理技能训练后，在心理状态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运动表现

随之显著提高的证据较少（张鸽子 等，2012；黄志剑 等，

2017；Noetel et al.，2019）。因此，引入更加贴合运动实际

的理论指导运动员进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或者发展其他

心理训练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运动员挑战-威胁状态理论（Theory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States in Athletes）（Jones et al.，2009）与传统心理

技能训练的思想十分相似，且更贴合压力情景下运动员

面临的实际问题。该理论认为，运动员对竞赛的认知评

价会影响其运动表现，将比赛视为挑战的运动员比将比

赛 视 为 威 胁 的 运 动 员 表 现 更 好（Moore et al.，2013，

2015；Turner et al.，2013；Vine et al.，2016）。而决定运动

员将比赛视为挑战或威胁的因素主要有自我效能感的评

价、控制感的评价以及目标定向（李洋 等，2013），依据运

动员挑战-威胁状态理论进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的效果

值得期待。

此外，鉴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可能存在的局限，有关

正念的心理训练方式引起了运动心理学工作者的关注。

Gardner 等（2007）提出正念-接受-投入训练（The mindful‐

ness-acceptance-commitment approach，MAC）帮助运动员

提高运动表现。但鉴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姒刚彦

（2014）对 MAC 进行了修订，发展出更适合中国运动员的

正念-接受-觉悟-投入训练（Mindfulness-acceptance-in‐

sight-commitment，MAIC），并完成了《运动员正念训练手

册》的出版。以 MAIC 为指导，研究者发现，正念训练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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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国运动员的正念水平和运动表现（卜丹冉，2014；张

鸽子，2013）。

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是帮助运动员取得优

异成绩的重要保证，且两种心理训练的差异对比是未来

研究的方向之一，进一步发掘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

训练的差异，可以分门别类的帮助运动员应对压力，从而

提高运动表现。已有研究多以单被试设计（Schwanhauss‐

er，2009）和没有对照组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进行研究。

采用单被试实验设计的原因是高水平运动员群体基数较

小，训练和比赛任务较重，进行严格控制的完全随机对照

设计难度较大。而采用完全随机实验设计的研究中，存

在两个问题：1）研究者并未设置对照组，研究者认为传统

心理技能训练组即是对照组，是“金标准”，并且在干预研

究中设置完全空白的对照组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Gross

et al.，2018），但没有对照组的实验设计对实验结果的解

释难免会存在争议；2）很少有研究者探究心理训练的延

续效果，有限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正

念训练对于心理过程和运动表现的干预效果更好（刘海

楠，2012；Josefsson et al.，2019），而对这两种心理训练延

续效果的比较还有待研究检验。

在实验室条件下，想要准确检验和比较传统心理技能

训练和正念训练的效果，必须要设置真实有效的压力情

景以及选择合适的测量任务。目前，常用的设置压力方

法有惩罚（罗霄骁，2016）、奖励结合成绩公示（Behan et

al.，2008；Murray et al.，2003）以 及 竞 争（Gröpel et al.，

2019）等，但采用这些方法诱发的压力是否真实有效存在

争议。而常用来测量运动表现的任务有高尔夫推杆任务

（徐守森 等，2017）、飞镖投掷任务（Williams et al.，2012）

以及足球点球任务（Wilson et al.，2009）等。就测量稳定

性来说，掷飞镖任务和足球点球任务有一定的技巧性，短

时间的练习很难掌握技巧，成绩的随机性较高，稳定性较

差；就测量敏感性来说，高尔夫推杆任务和足球点球任务

的敏感性较低，难以测量小幅度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射

击任务兼具稳定性和敏感性，是较好的运动表现测量任

务。射击不仅是技术水平的体现，更是心理素质的反映，

但限于真实射击的成本较高，所以很少有研究使用射击

任务作为运动表现的测量任务。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的日益成熟为设置

压力情景和测量运动表现提供了新方向。VR 是指一种

计算机模拟的环境，其目的是诱导一种存在于另一个地

方的心理或身体上的感觉（Sherman et al.，2002）。目前，

VR 技术正被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与运动相

关的专业人士所使用（Neumann et al.，2017）。在竞技体

育中，VR 技术不仅可以创造真实的压力情景，而且可以

在一些情景中对相关人员进行测试和训练。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利用 VR 技术设置压力情景，引

入 VR 射击任务测量运动表现，使用完全随机对照实验设

计考察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对运动员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均能提高运

动员在压力下的表现，正念训练的即时效果要优于传统

心理技能训练，撤销两种干预后，两种心理训练的效果可

以延续。

1 方法

1.1 实验参与者

招募具有二级及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的大学生运动

员 120 人，运动专项包括田径、游泳、拳击、摔跤、篮球、足

球、羽毛球、橄榄球、排球、跳水、柔道、帆船、举重。采用

抽签的方式随机编入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正念训练组

和对照组，最终完成全部训练的实验参与者 109 人（男性

55 人，女性 54 人），其中正念训练组 39 人，传统心理技能

训练组 35 人，对照组 35 人，年龄 17～23 岁（完成全部心理

训练的实验参与者中，部分实验参与者由于外出比赛等

原因缺失部分数据，在后续分析中作缺失值处理）。

1.2 实验设计

采用 3×3 混合实验设计。组间自变量为心理训练方

式（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正念训练/无训练），组内自变量为

时间（前测/后测/追踪测试）；因变量为 VR 射击表现/挑

战-威胁状态评估/五因素正念得分。

1.3 材料与仪器

使 用 五 因 素 正 念 问 卷（The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FFMQ；Baer et al.，2006）测量个体的正念

水平，问卷含 39 个条目，包括观察、描述、觉知行动、不判

断、不反应 5 个维度，5 点李克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

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观察、描述、觉知行动、不判

断、不反应 5 个维度前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80、

0.845、0.831、0.696 和 0.637，后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 0.883、0.796、0.862、0.840 和 0.835，追踪测试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0.897、0.877、0.890、0.854 和 0.845。

采用两个条目的认知问题评估挑战-威胁状态（To‐

maka et al.，1993），两个条目分别为“你认为比赛的要求

有多高”和“你多大程度上能应付这场比赛”，6 点李克特

计分，资源减去需求为正则把比赛评定为挑战，反之，则

把比赛评定为威胁（Moore et al.，2015；Vine et al.，2013）。

1.4 压力情景设置

压力情景包括指导语和 VR 情景两部分。指导语为：

欢迎您来参加虚拟现实射击比赛，你将和一个对手（在某

体育大学已完成射击任务的运动员，数据已同步到计算

机中）进行射击比赛，胜者每人获得 10 元奖金且进入胜者

组，所有比赛结束后胜者组射击成绩最高的参与者将会

获得额外 200 元奖金；败者将会在赛后受到电击惩罚，每

位选手的姓名和得分将会在比赛结束后公示。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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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使用 BL-420S 生物机能实验系统以及 BD-II-202

型条件反射器作为任务中的电击惩罚仪器。主试并不会

让参与者事先尝试电击，如果参与者欲主动尝试，则让其

感受条件反射器的电击（6 V 直流电），并告知这是最低程

度的电击。整个实验中，实际上主试并不会真的电击实

验参与者（罗霄骁，2016）。VR 射击情景请专业科技公司

开发（图 1），通过 HTC Vive Pro EYE 2.0 进行实验。VR 压

力情景有对手、有观众，并通过计算机编程根据实验参与

者的成绩设置胶着的比赛过程：

1）两名选手进行射击比赛（在 VR 情景中可以见到对

方）。选手 1 为虚假对手，计算机模拟选手 1 的得分，选手

2 为真正的实验参与者。两位选手各完成 5 枪射击，选手

每发子弹越靠近靶子的中间，射击成绩越好［成绩区间为

（0.0，10.9）环］。5 轮过后射击成绩好的一方胜出。

2）镜头展现射击比赛的赛场，两个射击台（每个射击

台上摆放有一台电脑，用来显示选手的射击成绩），射击

台正前方 10 m 的位置摆放着靶子。

3）虚拟现实情景中的裁判提示现在比赛开始。

4）选手 1 和选手 2 开始本轮射击。选手 1 完成射击的

时间为 5～15 s（即是瞄准时间为 5～15 s 之间的随机数），

选手 2 完成射击（射击时间由实验参与者自己决定）。两

名选手都完成射击后，裁判宣布本轮比赛结束，两位选手

的比赛结果在此轮比赛结束后呈现在射击台上的电脑屏

幕上，直到下轮比赛结果出现后更新，前 4 轮比赛按此

进行。

5）前 4 轮比赛中，选手 1 的成绩由选手 2 的成绩决定。

为了不让实验参与者怀疑假被试成绩的真实性，在前 4 轮

中，领先和落后的轮次和环数是随机的。

6）前 4 轮中，随机两轮比赛的成绩为：选手 1 领先选

手 2 一环到两环（这里的随机两轮是指可能是第 1 和第

2 轮，也可能是第 1 和第 3 轮……；一到两环是指可能是

1.1 环、1.2 环、1.3 环……）；随机两轮比赛的成绩为：选手 1

落后选手 2 一环到两环。

7）第 5 轮比赛为决胜一枪，选手 1 打中的环数为选手

2 前几轮射击环数的平均数，选手 2 的成绩为本轮真实射

击成绩。最后计算比赛结果，宣布获胜者。

8）按照成绩宣布比赛结果，给予奖励或者惩罚。

在预实验中，研究者对压力情景设置的有效性进行了

检验。以有无压力情景为自变量，心率、心率变异性、心

理准备李克特量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组内设计

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状态焦虑情景设置成功，F

（6，17）=19.88，P＜0.001，ηp
2=0.88，大效果量。

1.5 实验过程

1.5.1 实验步骤

1）实验参与者阅读并填写《知情同意书》。

2）前测阶段：指导实验参与者在 VR 射击游戏的练习

场中学习熟练使用 VR 设备进行射击游戏（练习阶段结束

的标准为连续 5 枪射击环数的差异≤2 环，但此标准并未

告诉实验参与者，以免给实验参与者造成压力，影响其表

现）；熟悉设备使用后，请实验参与者阅读指导语；填写挑

战-威胁状态评估问卷；佩戴 VR 头盔，开始射击任务；射

击任务结束后完成抽签，将实验参与者随机分入传统心

理技能训练组、正念训练组和无训练组；填写 FFMQ

问卷。

3）干预阶段：进行每周 1 次，每次 60 min，为期 7 周的

干预训练。

4）后测阶段：程序同前测（任务结束后的抽签分组

除外）。

5）1 周后进行追踪测试，程序同前测（任务结束后的

抽签分组除外）。

6）实验结束，答谢实验参与者。

1.5.2 实验干预课程安排

为保障实验参与者能认真接受心理训练，本研究采取

了以下几种方法保障实验参与者认真参与：1）向实验参

与者说明心理训练的潜在的好处；2）心理训练的地点安

排在一个安静的室内，条件舒适，避免干扰；3）每次训练

的规模为 10～20 人一组，减少人数，保证质量；4）给予实

验参与者可观的报酬；5）整个心理训练过程均有 1 名博士

研究生助手全程辅助。

正念训练组分为两个小组，进行每周 1 次、每次

60 min、为期 7 周的干预训练，训练内容参考《运动员正念

训练手册》（姒刚彦，2014）进行。正念训练的操作者曾多

次参与正念研讨会交流学习，具有 8 周正念课程培训证书

以及一定的正念训练经验。具体课程安排如表 1 所示。

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分为两个小组，进行每周 1 次、

每次 60 min、为期 7 周的干预训练，干预内容以运动员挑

战-威胁状态理论为理论基础，参照影响挑战-威胁状态

的 3 个因素——自我效能感的评价、控制感的评价和目标

定向（李洋 等，2013）进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的操作者

主修应用心理学专业，具有国家队下队服务和心理训练

经验，曾获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证书，具体课程安排如

表 2 所示。

图1 虚拟现实射击任务情景

Figure 1. Shooting Missions by Using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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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分为两个小组，进行每周 1 次、每次 60 min、为 期 7 周的空白对照，内容为观看《舌尖上的中国》。

2 结果

整个实验的差异比较未选用 3×3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而是比较前测与后测差异，探讨心理训练的即时效

果；比较前测与追踪测试的差异，探讨心理训练的延续效

果。原因：1）有追踪测试的干预研究以前测和后测的比

较判断干预的即时效果，以前测和追踪测试的比较判断

干预的延续效果，而不进行后测和追踪测试的比较（冯国

艳，2014）；2）由于不同干预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存在差

异，本研究参照前人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贾丽

娜，2018；Zhao et al.，2018）；3）实验 1 假设不同心理训练

方法效果存在差异，若追踪测试阶段心理训练效果难以

延续，进行 3×3 的重复测量方法分析，会削弱统计效应。

2.1 心理训练对运动表现的影响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射击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射击成绩的全距为 0～54.5 环。

2.1.1 即时效果

射击成绩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2，106）=2.88，P=

0.061，ηp
2=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正念训练组

前、后测差异边缘显著，后测射击成绩高于前测（MD=

3.44，P=0.065）；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的射击成绩前、后测

无显著性差异，后测射击成绩高于前测（MD=2.76，P=

0.160）；对照组的射击成绩前、后测无显著性差异，后测射

击成绩低于前测（MD=-2.52，P=0.199）。组别［F（2，106）

=0.82，P=0.445，ηp
2=0.02］和 时 间［F（1，106）=1.23，

P=0.270，ηp
2=0.01］的主效应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正念

训练提高了实验参与者的运动表现，（见图 2）。

2.1.2 延续效果

射击成绩前测-追踪测试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表 明 ，时 间 主 效 应 显 著［F（1，99）=6.31，P=0.014，ηp
2=

0.06］，追 踪 测 试 的 成 绩 高 于 前 测（25.63 vs. 22.57，P=

0.014）。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99）=0.08，P=0.925，ηp
2=

表1 运动员正念训练的课程安排

Table 1 The Curriculum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for Athletes

日期

10.09

10.16

10.23

10.30

11.06

11.13

11.20

课程主题

正念训练准备

正念

去自我中心

接受

价值观和觉悟

投入

综合练习

课程内容

介绍正念训练的基本理念、要点和作用；介绍正念课程的干预方式；指导运动员进行基本的正念练习——定心练习

讲解正念概念；分析正念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指导运动员进行“正念呼吸练习”

讲解去自我中心概念 ；介绍并指导运动员进行“数字练习”；指导运动员进行“身体扫描”

介绍接受的概念；分析经验接受和经验回避与运动表现的关系；指导运动员进行“正念瑜伽练习”

介绍价值观的概念；指导运动员明确自己的价值观；介绍觉悟的概念；讲解觉悟与价值观的关系；指导运动员进行“身

体扫描”

介绍投入和定力的概念；指导运动员进行“定力练习”

回顾正念理念及各核心理念之间的关系；回顾正念练习，强调正念练习的重要性

表2 运动员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的课程安排

Table 2 The Curriculum of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for Athletes

课次

10.10

10.17

10.24

10.31

11.07

11.14

11.21

课程主题

介绍运动员压力下的表现

目标设置训练和比赛定向

目标设置训练和比赛定向

提高控制感

提高自我效能感

提高自我效能感

榜样启动

课程内容

引导运动员思考自己在比赛中的不合理想法，并总结；介绍运动中的“choking”和“clutch”现象；讨论如

何改变不合理的想法

讲解目标设置训练；介绍目标设置训练和比赛定向；指导运动员设置目标和进行正确的比赛定向

进行目标设置训练的练习；自己制定比赛的目标

注意可控因素；创设原有环境

介绍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理论；想象成功情景；PPT报告自己最成功的一场比赛的经过

PPT报告“我最成功的一场比赛”

回顾目标设置训练、控制感、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知识；剪辑压力下运动员超常发挥的视频集锦；请运动

员观看视频

表3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射击表现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hooting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环

测试点

前测

后测

追踪测试

正念训练组

（n=38）

M

22.07

25.07

25.43

SD

10.58

10.33

9.46

传统心理技能训

练组（n=32）

M

22.06

24.03

26.85

SD

10.79

8.00

9.50

对照组（n=32）

M

23.57

20.33

24.61

SD

8.38

9.30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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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时间和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2，99）=0.76，P=

0.471，ηp
2=0.02］。以上结果表明，在追踪测试阶段不同心

理训练方式组的运动表现均有所提升（图 3）。

2.2 心理训练对正念水平的影响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正念总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

所示，正念总分的全距为 39～195。

2.2.1 即时效果

五因素正念量表总分的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F（2，

92）=22.28，P＜0.001，ηp
2=0.33］。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 ，正 念 训 练 组 前 、后 测 差 异 显 著 ，后 测 高 于 前 测

（MD=14.26，P＜0.001）；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和对照组

前、后测无显著性差异，组别主效应显著［F（2，92）=7.16，

P=0.001，ηp
2=0.14］，事后比较表明，正念训练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MD=7.59，P=0.001）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MD=

6.60，P=0.003），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和对照组无显著性

差异。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92）=5.38，P=0.023，ηp
2=

0.06］，后测显著高于前测。以上结果表明，正念训练提高

了实验参与者的正念水平（图 4）。

2.2.2 延续效果

五因素正念量表总分的前测-追踪测试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F

（2，91）=24.41，P＜0.001，ηp
2=0.34］。进一步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正念训练组前测和追踪测试差异显著，追踪测试

高于前测（MD=14.06，P＜0.001）；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前

测和追踪测试无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前测和追踪测试存

在显著性差异，追踪测试低于前测（MD=-5.84，P=0.012）。

组别主效应显著［F（2，91）=10.59，P＜0.001，ηp
2=0.19］，事

后比较表明，正念训练组显著高于对照组（MD=9.87，P＜

0.001）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MD=7.58，P=0.002），传统

心理技能训练组和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时间的主效应

不显著［F（1，91）=0.94，P=0.335，ηp
2=0.01］。以上结果表

明，正念训练的延续性较好（图 5）。

2.3 心理训练对挑战-威胁状态的影响

挑战-威胁状态得分为正把比赛评定为挑战，反之，

则把比赛评定为威胁，全距为-5-5，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

图2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前测-后测射击成绩的变化

Figure 2. The Changes of Shooting Score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图3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前测-追踪测试射击成绩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s of Shooting Score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Follow-up Test

图4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前测-后测正念总分的变化

Figure 4. The Changes of the Total Score of Mindfulnes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表4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正念总分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Total Score of Mindfulness i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分

测试点

前测

后测

追踪测试

正念训练组

（n=34）

M

114.76

129.68

128.82

SD

8.92

15.22

16.67

传统心理技能

训练组（n=27）

M

116.78

114.93

112.07

SD

12.77

9.34

8.77

对照组（n=27）

M

116.19

111.59

109.22

SD

8.91

5.89

7.98

图5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前测-追踪测试正念总分的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s of the Total Score of Mindfulnes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Follow-up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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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威胁状态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5 所示。

2.3.1 即时效果

挑战-威胁状态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2，93）=2.40，P=

0.096，ηp
2=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正念训练组

前、后测无显著性差异；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前、后测差

异显著，后测高于前测（MD=0.85，P=0.008）；对照组前、后

测无显著性差异。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93）=0.75，P=

0.475，ηp
2=0.02］。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93）=4.58，P=

0.035，ηp
2=0.05］，后测显著高于前测（MD=0.39）。以上结

果表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提高了实验参与者的挑战-威

胁状态评估得分（图 6）。

2.3.2 延续效果

挑战-威胁状态前测-追踪测试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85）=

0.82，P=0.444，ηp
2=0.02］；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85）=

1.35，P=0.264，ηp
2=0.03］；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85）=

6.05，P=0.016，ηp
2=0.07］，后测显著高于前测（MD=0.41）。

以上结果表明，在追踪测试阶段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的

挑战-威胁状态评估得分有所提升（图 7）。

3 讨论

3.1 心理训练对运动表现的影响

接受心理训练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和正念训练组

的射击表现均有所提高（但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前、后测

的运动表现未达到显著性差异），对照组的射击表现下

降。这可能与实验参与者完成后测的时间与其大学某科

目结课考试的时间“撞车”有关，实验参与者正处于较高

的考试焦虑中，完成后测匆忙，导致了对照组的射击表现

下降。即便这样，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和正念训练组的

射击表现还是有所提高，说明两种心理训练方法有一定

的效果，且正念训练的即时效果要优于传统心理技能训

练，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刘海楠，2012；

Josefsson et al.，2019）。虽然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前、后测

的运动表现未达到显著性差异，但考虑到后测时实验参

与者所处的状态以及数据特点，本研究认为，传统心理训

练对运动员运动表现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追踪测试的结果表明，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的

实验参与者的射击成绩均有所提高。从射击表现的描述

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对照组前测和追踪测试的射击成绩

变化较小（1.04 环），表明将练习阶段结束的标准定为“连

续 5 枪射击环数的差异≤2 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练习

效应。正念训练组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前测和追踪测

试的射击成绩变化较大（分别为 3.36 环和 4.79 环），表明

正念训练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的效果得以延续，且传统

心理技能训练的延续效果要优于正念训练。

3.2 心理训练对心理指标的影响

接受心理训练后，正念训练组的正念水平显著提高，

表明正念训练有效地提高了实验参与者的正念水平（卜丹

冉，2014；张鸽子，2013；Schwanhausser，2009）；传统心

理技能训练组和对照组并未接受有关正念方面知识的学

习，所以正念水平始终保持稳定。追踪测试的结果表明，

接受正念训练的实验参与者仍能够保持较高的正念水平，

表明正念训练的效益得以保持。但是由于仪器和研究时

间限制，本研究的追踪时间并不长，对于正念训练对正念

水平的延续效益具体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接受心理训练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组的实验

图7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在前测-追踪测试上

挑战-威胁状态评估的变化

Figure 7. The Changes of Challenge-threat Statu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Follow-up Test

表5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挑战-威胁状态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hallenge-threat Status i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分

测试点

前测

后测

追踪测试

正念训练组

（n=31）

M

-0.42

0.1

0.23

SD

1.34

1.3

0.85

传统心理技能训

练组（n=26）

M

-0.69

-0.08

-0.12

SD

1.35

1.35

0.99

对照组（n=26）

M

-0.46

-0.54

-0.31

SD

1.75

1.33

1.01

图6 不同心理训练方式组在前测-后测上挑战-威胁状态

评估的变化

Figure 6. The Changes of Challenge-threat Status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roup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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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挑战-威胁评估得分更高，表明传统心理技能训练

帮助实验参与者更多地进入挑战状态。李洋等（2013）提

出决定挑战-威胁状态的因素有自我效能感的评价、控制

感的评价、目标定向。本研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传统心

理技能训练的干预课程，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提示，运动

心理学工作者可依据上述 3 种因素设计方案改变运动员

的威胁状态，从而提高运动表现。追踪测试结果表明，不

同心理训练方式组的实验参与者的挑战-威胁状态评估

有小幅提高，可能是因为实验参与者考试结束，状态改变

所致。

3.3 压力情景的设置效果

真实的模拟竞技运动中的压力情景，能更好地测量运

动员在压力下的表现。研究表明，多压力源的压力设置

效果要优于单一压力源（Gröpel et al.，2019）。一般来说，

实验室研究需要减少无关变量，避免使用复合刺激，以便

减少干扰，从而更加准确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清晰

解释实验结果，再加上实验室中能模拟的压力源有限，导

致了实验室中设置的压力情景有效性不高。本研究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VR 技术，开发了一套有对手、有观

众、比分真实、过程胶着的虚拟现实场景，再结合奖金与

电击以及公示成绩等多种方法，共同组成了一个压力情

景，更适合实验室条件下的应用研究。预实验结果表明，

有压力情景下，运动员的心理和生理指标均显著高于无

压力组，压力情景的设置效果比较有效。

在实验后，通过对实验参与者进行口头询问了解到，

电击和比赛最让他（她）们感到压力。提示，后续的研究

者在设置压力情境时，可以考虑使用比赛与电击的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要让实验参与者相信他（她）们参加的

是真实的比赛且输掉比赛真的会受到电击惩罚。

3.4 运动表现任务的引入

在实验室中评估运动表现的方法有很多种，常采用的

任务有高尔夫推杆任务（徐守森 等，2017）、飞镖投掷任

务（Williams et al.，2012）、足球射门任务（Wilson et al.，

2009）等。前文提到，各运动表现任务各有优缺点。本研

究采用 VR 射击任务作为运动表现任务，使得运动任务兼

具稳定性和客观性两个特点。

本研究邀请 VR 技术和编程专家帮助搭建 VR 射击情

景，模拟真实射击比赛的靶子、手枪和射击台等物品，保

证了射击表现指标测量的准确性，在实验室中更好地测

量了运动表现。

3.5 本研究的创新与启示

依据运动员挑战-威胁状态理论和正念-接受-觉

悟-投入训练，通过大样本的完全随机对照研究探讨了传

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的效果，使得干预效果更加

可信。本研究提示，两种心理训练均能很好地改善运动

员的心理状态，提高运动表现：1）当运动员时间和条件有

限的情况下，传统心理技能训练能很好地帮助运动员提

高运动表现，正念训练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干预的方法服

务于运动员；2）引入 VR 技术提高了压力设置的有效性，

引入 VR 射击任务可以更为准确地测量运动表现；3）传统

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干预或许还可以为其他经常面

对压力威胁的人群（如企业员工、军人等）提供服务，帮助

受训者应对压力，优化压力下的心理、生理和行为反应，

提高操作表现。

3.6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本研究的后测阶段与实验参与者的结课考试“撞

车”，影响了实验参与者的测试效果。干预研究需要特别

注意成熟、历史和生活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可在研究结束

后对实验参与者进行回访，关注实验参与者在干预过程

中是否接受其他影响实验结果的干扰。2）由于条件和时

间限制，本研究的追踪测试安排在干预结束的一星期之

后进行，未能延长追踪测试的时间，后续研究可考虑继续

增加追踪测试时间，探究两种心理训练的延续效果，留出

充足的时间完成实验，宁多勿“紧”。

4 结论

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均能提高运动员在压

力下的运动表现，产生积极的心理效益。总体而言，正念

训练的即时效果较好，传统心理训练的延续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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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鹏，等：肌肉衰减症的动态识解及对我国运动科学研究的启示

Abstract: As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e connotation of sarcopenia had gone through four developmental stages of“new
concept foundation-single dimensional diagnosis-three-dimensional consensus-upgrade new consensus”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and
six international consensuses were released, i. e., EWGSOP, AWGS, FNIH, IWGS, SSCWD and ESPEN-SIG. The first two
consensuses were updated in 2019 and released their new edition named EWGSOP2 and AWGS (2019),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sarcopenia was inclu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ICD-10-CM) and some modifications were made as
follows: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changed from“single dimension of muscle mass”to“three dimensions of muscle mass, muscle
strength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three stages changed from“pre-sarcopenia-sarcopenia-severe sarcopenia” to“possible
sarcopenia-confirmed sarcopenia-severe sarcopenia”; the diagnostic algorithms was replaced“gait speed-handgrip strength-muscle
mass”by“F-A-C-S”; the addition of SARC-F scale and SarQoL® questionnaire; emphasized muscle strength dimension;
modification for diagnostic index and cut-off points. EWGSOP2 consensus had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leading sarcopenia to the
clinic, due to its reduction on the dependence of DXA detection and its high predictive value for clinical outcomes and 3-year
mortality, although its consistency with other consensus was not ideal. Current studies had shown that exercis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treat sarcopenia, among which, resistance training was the most effective choice.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xercise and nutrition on sarcopenia treatment was controversial. Thus, it was suggested that our researchers should conduct
further research by focusing on the expert consensus, exercise intervention norms, standardization and alternative programs on the
basis of dynamic understanding multiple consensus, so as to promote“Healthy China”with the new model of exercise medicine
integration.
Keywords: sarcopenia; consensus; dynamic understanding; interventional research; exercis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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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and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Promot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Under Stress

SONG Yu1, 2，ZHANG Liwe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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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states in athletes and Mindfulness-Acceptance-Insight-
Commitment training,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and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college athletes’athletic performance under stress by using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Methods: 120 college athletes were
recruited and a 3×3 hybrid design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between group was the psychological
training mode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 mindfulness training / no training),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ithin group was time
(pre-test / post-test / follow-up test). In additi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virtual reality shooting task performance / challenge-
threat state assessment / mindfulness score. Results: After mindfulness training,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was increased than before
(P=0.065), and the mindfulness level was also increased even when the mindfulness training was withdrawn (P＜0.001). The
athletes who was trained by psychological training got a higher challenge-threat score (P＜0.01). Conclusion: Both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and mindfulness training can improve athletes’performance under stress and produc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In general, the instant effect of mindfulness is greater, but the long-las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is bette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referred when designing athletes’stress coping training.
Keywords: stress;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mindfulness training; virtual reality; athle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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