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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环境和运动承诺均会对锻炼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运动承诺水平的高低，是决

定锻炼行为坚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选取“上海市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促进联动模式研究

数据库”中的部分数据，以1 505名上海市6～15岁儿童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在运动承诺理

论的基础上，运用SPSS 22.0和AMOS 23.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并

构建结构模型，考察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对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的综合影响，检验运动承诺

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对不同区域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r２＝0.389，P＜0.01）；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对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具有直接影

响；运动承诺在体育环境和锻炼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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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the sports environment and exercise commitmen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exer‐

cise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level of exercise commit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persistence of exercise behavior. Selecting some of the data in the“ research

on the linkage model of shanghai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ports promotion”, a total of 1 505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5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 as survey objects, based on

sports commitment theory, using SPSS 22.0 and AMOS 23.0 to perform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collected data, and constructing a structural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sports environment and sports commitment on exercis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ports commi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ports environment and exercise commitment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exer‐

cis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r2=0.389, P＜0.01); sports envi‐

ronment and exercise commitmen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xercis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ercise commitment in sports environment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with exer‐

cise behavior.

Keywords: sports environment; sports commitment; exercise behavior; intermediary effect;

childre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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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李春艳 等，2015），提

高学业成绩（李凌姝 等，2016）、改善心理健康水平和提高社会适应性（逯小龙 等，

2019）、促进身体自尊和自信心提升（颜军 等，2019）。然而 2018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肥胖率和近视率仍旧居高

不下，儿童青少年并未形成良好的锻炼行为和体育意识（周世祥，2019）。相关研究表

明，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和体育意识不足，除学校所规定的体育活动外，自主体育锻炼

较少，进而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体质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王成 等，200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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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云 等，2013；邹如铜，2019）。

个体锻炼行为的维持、改变和发展会受到内在和外

在两大因素的影响（董宝林，2017；张春华 等，2002），内在

因素主要是指个体心理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环境因素。

人的行为不仅与认知、价值观和信念有关，也与人所处的

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许欣 等，2014），社会环境不仅可

以帮助和引导信念不断完善，也可以成为促进个体行动

的催化剂，强化已有的行为意愿，促进行为的发生（辛自

强 等，2006；周宵 等，2014）。研究表明，锻炼场所的数

量、布局以及便利性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的锻炼行为（潘

秀刚 等，2010；冉强辉，2011）。苏晓红等（2017）基于学

校、家庭、社区层面对影响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的因素进

行分析，发现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环境和家长健康意识，

体育教师专业素质和学校锻炼氛围，社区设施保障等因

素均会对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产生影响。目前，我国仍

存在体育环境建设不足，学校、家庭和社区体育环境发展

失衡的问题（张加林 等，2017）。因此，从体育环境角度出

发，考察影响锻炼行为的前因机制，既是促进儿童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需求，也是体育环境建设发展所要

解决的重大问题。

运动承诺理论在体育锻炼参与动机的研究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成为国内外许多研究的理论基础（陈善平

等，2005；邱芬 等，2011；Konstantions et al.，2002；Scanlan et

al.，1993）。运动承诺理论实质上就是一个心理预测模

型，基本思想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中心理承

诺的理论构想上所形成的，它们所反映的主要观点就是

心理承诺体现了在个体的行为过程中促使其行为坚持的

因素（陈善平 等，2007）。Scanlan 等（1993）将运动承诺定

义为“个体在主观意识上，渴望和决心继续进行体育锻炼

的一种状态”，并以探究运动承诺的影响因素为目的构建

了运动承诺理论模型，认为运动乐趣、参与选择、个人投

入、社会约束、参与机会、社会支持是决定运动承诺的 6个

因素。陈善平等（2007）以运动承诺理论为基础对 1 179名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坚持机制进行研究，验证了在体

育锻炼情景下运动承诺是影响个体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决

定因素，并从心理、个体、社会环境和行为活动 4个方面来

探究影响运动承诺的因素，进一步完善了运动承诺理论

模型中运动承诺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运动承诺理论方

面的研究已从单一不同情景下运动承诺理论模型的应用

和实证研究转向从因果变量、理论整合以及测量等方面

对运动承诺理论进行完善，这些研究均证实了运动承诺

理论模型对个体锻炼行为坚持性能够起到较好的解释和

预测作用（Wilson et al.，2004）。有研究发现，个体从外界

环境中所得到的支持，会对其运动行为的承诺和坚持产

生促进作用（邱亚君 等，2018），个体运动承诺越高，锻炼

行为表现越积极（Carpenter et al.，1998）。因此，保持和提

高个体的运动承诺可以有效促进其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综上，虽然运动承诺理论模型在竞技运动和体育健身

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但研究仍多以竞技运动为背景，以

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缺乏针对不同

情景、对象以及运动承诺与相关变量间关系的全面深入

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关注

度的不断提升，许多研究在考察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时

都会涉及运动承诺理论模型，但对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的

考察仍旧较少（Konstantions et al.，2002）。目前国内外关

于体育环境、运动承诺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锻炼行为已

经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但以儿童青少年作为调

查对象，将体育环境、运动承诺以及锻炼行为整合起来进

行考察，并且构建一个结构模型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

此，本研究建立研究构架观念（图 1），并试图解决两大问

题：1）运动承诺、体育环境是否对锻炼行为具有直接效

应；2）运动承诺是否在体育环境和锻炼行为间起到中介

效应。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上海市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促

进联动模式研究”数据库，通过介绍该数据库的建设，阐

述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和问卷调查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上海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按内环、中环、外环

3 条环线，将上海市建成区划分为 3 个区域，对各区域内

的小学、初中和高中进行分层抽样，共随机抽取 21 所学

校。内环内抽取了黄浦区海华小学、虹口第二中心小学、

福山外国语小学 3 所小学，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上海控江中学附属民办学校 2 所初中，徐汇中学、中华职

业学校 2 所高中；内外环间抽取了三林镇中心小学、政立

路第二中心小学 2 所小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实验学

校、上海科技大学附属学校、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上

海市包头中学 4 所初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杨

思中学 2 所高中；外环外抽取了华东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浦东川沙中学南校 2所小学；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

学校、松江叶榭学校、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3所初中；松

江一中 1 所高中。每个区域各随机抽取二年级、四年级、

预初年级以及初二年级的 2 个班级，高一年级的 1 个班级

图1 观念构架模型

Figure 1. Model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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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

1.2.1.1 体育环境量表

以胡月英（2017）制定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健身调研

问卷”为基础，并在保持原有问卷内容和结构的前提下，

结合本研究内容对问卷进行修订。体育环境量表由 3 个

分量表共 11题构成：学校体育环境（包括学校课外体育锻

炼时间十分充裕等 4题）、家庭体育环境（包括我的父母经

常和我一起进行体育锻炼等 4题）、社区体育环境（包括我

所在的社区会经常开展儿童青少年技能培训等 3题）。题

项评分是采用李克特（Likert）5 分量表，包含从非常符合

到非常不符合 5个等级，并依次赋予 5～1的分值。

1.2.1.2 锻炼行为量表

本研究参照江广和等（2018）研究，从锻炼价值认知、

锻炼行为主动性、锻炼情感体验、锻炼环境适应性 4 个方

面对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进行调查。锻炼价值认知指儿

童青少年对体育锻炼所产生益处的认知情况，包括是否

增强体质等 3题；锻炼行为主动性指儿童青少年主动参与

体育锻炼情况，包括过去 1 周是否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等

3题；锻炼情感体验指儿童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所获得的

快乐感，包括是否非常喜欢进行体育锻炼 1 题；锻炼环境

适应性指儿童青少年在参与体育锻炼时是否容易受到环

境影响，包括在锻炼时我是否注意力集中等 2题。题项评

分采用李克特（Likert）5 分量表，包含从非常符合到非常

不符合 5个等级，并依次赋予 5～1的分值。

当小学生填写问卷时，要求教师在充分尊重学生观

点的前提下，对填写问卷进行指导与帮助。

1.2.1.3 运动承诺指标设置

本研究运动承诺指标的设定参照了陈佩杰（2016）“将

在未来的生活与学习中，你对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是”的

问题设定了 5 个选项，分别是：1）不喜欢体育锻炼，未来

也不打算参加体育锻炼；2）打算改掉以前不锻炼的习惯，

准备尝试参与体育锻炼；3）如果有时间，尽量去参加体育

锻炼，但不能保证每天都参加体育锻炼；4）已经考虑增加

现有的锻炼频率，努力达到每天都参加体育锻炼；5）像现

在一样，保证每天都参加体育锻炼。由于 Bootstrap 法在

中介效应检验中要求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必须均为连续变

量（Iacobucci，2012），所以将考察运动承诺的 5 个选项 1）

～5），依次赋予 1～5 的分值，分值越高，代表运动承诺水

平越高。

为了保证问卷内容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正式发放

问卷前，先对 2 个量表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2 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体育环境量表”和

“锻炼行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835 和

0.819，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标详见表 1。

研究团队于 2019年 10月开始实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工作共计发放问卷 1 828 份，回收问卷 1 828 份，回收率

100%，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1 505 份，有效率

82.33%。

1.2.2 数理统计

整理有效问卷数据后，利用 SPSS 22.0 软件包对数据

进行处理。通过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对锻炼行为的直接影响。利用 Amos

23.0软件包对观念构架模型进行验证，同时检验各量表的

结构效度。目前，Bootstrap法是检验中介效应最理想的方

法（王孟成，2014）。该方法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进行重

复抽样，并通过 95% 置信区间（CI）对中介效应的系数是

否显著进行检验。因此，本研究运用 Bootstrap 法检验运

动承诺在体育环境与锻炼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2 研究结果

2.1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行为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体育环境与运动承诺（r=

0.227，P＜0.01）有正相关关系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体育环

境与锻炼行为（r=0.222，P＜0.01）有正相关关系且具有统

计学意义；运动承诺与锻炼行为（r=0.616，P＜0.01）有正

相关关系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3 所示，将锻炼行为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

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发现，最终运动承诺、体育环境、区域 3个变量纳入回

归模型中。该模型可以对锻炼行为 38.9% 的变异做出解

释，回归模型的 R2=0.389、F（1，1501）=7.573、P＜0.01，运动承

诺、体育环境、区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均为正值，表明

运动承诺、体育环境、区域均对锻炼行为有着正向影响。

表1 各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标

Table 1 Indice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bout Each Scales

变量

体育环境

锻炼行为

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

0.858

0.956

Bartlett-test

5 926.621

10 892.349

df

55

45

P

＜0.001

＜0.001

CCR

65.337

65.282

验证性因子分析

χ2

157.66

8

19.546

df

41

2

χ2/df

3.846

9.773

GFI

0.982

0.994

AGFI

0.970

0.968

CFI

0.980

0.996

NFI

0.973

0.996

IFI

0.980

0.996

RMSEA

0.043

0.076

注：CCR为累积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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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动承诺在儿童青少年体育环境影响锻炼行为的中介

作用检验

2.2.1 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Hayes（2009）提出，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中，对原

样本的重复抽样次数至少需要 1 000 次。如果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Bootstrap 检验 CI 不包含 0 值，则

表示间接效应成立（陈瑞 等，2013）。本研究通过 2 000次

样本抽样估计中介效应Bootstrap 95% CI的方法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

行为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为 0.373，标准差为 0.056，Z值为

6.661，且该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 CI 不含

0值，表明运动承诺在体育环境和锻炼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显著。体育环境→锻炼行为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为

0.251，标准差为 0.076，Z 值为 3.303，该路径产生的直接效

应 Bootstrap 95% CI 不含 0 值，体育环境→锻炼行为总效

应的点估计值为 0.624，标准差为 0.102，Z值为 6.118，该路

径产生的总效应 Bootstrap 95% CI 不含 0 值，表明体育环

境→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皆显著。

2.2.2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行为的关系模型

为验证运动承诺在体育环境与锻炼行为间起的中介

作用，利用 AMOS 23.0 软件包进行观念构架中介模型的

拟合度分析（表 5），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影响锻炼行为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模型如图 2所示。

依照侯杰泰等（2004）观点，模型拟合度指标一般以

卡方（χ2）检验值 P＞0.05，χ2/df＜3，GFI、NFI、CFI、IFI 和

AGFI＞0.9、RMSEA＜0.05 作为参考标准。体育环境、运

动承诺、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度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除 P＜0.05 未达到参考标准外，其余指数均在参考

标准要求的范围内。χ2容易受到样本量的影响，当样本量

达到数百以上时，容易造成 χ2 检验值 P＜0.05，此时需要

结合模型中的其他拟合度指数来判断模型拟合度是否良

好（荣泰生，2009）。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1 505，因而 χ2检验

值 P＜0.05，通过结合本模型中的其他拟合度指数，可以

表2 儿童青少年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行为的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port Environment，Sport Commitment and Exercise Behavior

体育环境

运动承诺

锻炼行为

体育环境

1

0.227**

0.222**

运动承诺

1

0.616**

锻炼行为

1

注：*为P＜0.05；**为P＜0.01，下同。

表3 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Exercise Behavior

常量

运动承诺

体育环境

区域

B

20.269

4.355

0.080

0.564

SE

1.043

0.150

0.022

0.205

Beta

0.598

0.077

0.056

t

19.430

28.994

3.721

2.752

P

0.000

0.000

0.000

0.006

非标准化系数95% CI

下限

18.223

4.060

0.038

0.162

上限

22.316

4.650

0.123

0.967

R

0.624

R2

0.389

R2
adj

0.388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变量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行为

体育环境→锻炼行为

体育环境→锻炼行为

点估计值

0.373

0.251

0.624

系数相乘值

SE

0.056

0.076

0.102

Z

6.661***

3.303***

6.118**

Bootstrapping

偏差校正Bootstrap法

95% CI

下限

0.265

0.106

0.433

上限

0.486

0.401

0.839

下限

0.266

0.110

0.436

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95% CI

上限

0.488

0.415

0.845

注：Bootstrap抽取样本量设定为2 000；***表示P＜0.001。

表5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

Table 5 Fitting Parameter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Sport Environment，Sport Commitment and Exercise Behavior

model

χ2

252.311

df

99

χ2/df

2.549

P

0.000

GFI

0.980

AGFI

0.972

CFI

0.987

NFI

0.978

IFI

0.987

RMSEA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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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较为可靠。

图 2 显示，体育环境→锻炼行为（β=0.10，P≪0.01）的

路径系数显著，表明体育环境对锻炼行为具有直接效应，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β=0.25，P≪0.01）以及运动承诺→
锻炼行为（β=0.61，P≪0.01）的路径系数皆显著，表明运动

承诺在体育环境和锻炼行为间存在中介效应。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将体育环境、运动承诺以及锻炼行为整合起

来进行考察，并且构建一个结构模型。该模型假设体育

环境、运动承诺能够直接影响锻炼行为，运动承诺是体育

环境影响锻炼行为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支持了模型

假设。

3.1 儿童青少年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对锻炼行为的直接

效应

体育环境是指会对体育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正、负影

响，并与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的

总和（熊茂湘，2003），是影响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

重要因素之一。个体的锻炼行为是由个人、环境、行为三

者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谢龙 等，2009），锻炼行为的发生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直接影响（Humpel et al.，2002）。本研

究结果也证明了体育环境会对儿童青少年锻炼行为产生

直接影响，当儿童青少年所处的体育环境改善时，其锻炼

行为发生的频率也会提高。人作为一个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并存的统一体，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和程度很

大一部分取决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吕树庭 等，1995）。

由此可见，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与周围环境有着密

切联系，人们对周围环境感知的好坏会直接影响锻炼行

为以及锻炼行为的持续性。依据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

主要空间以及体育环境类型的分类方式，可将其划分为

家庭、学校、社区 3个部分（张加林 等，2017）。目前，以体

育环境作为切入点来解决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问

题是当前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也是

促进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干预手段。国

务院办公厅 2016 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

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注意安排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

全民健身运动，中小学校要合理安排家庭“体育作业”，家

长要支持学生参加社会体育活动，社区要为学生体育活

动创造便利条件，逐步形成家庭、学校、社区联动，共同指

导学生体育锻炼的机制。由此可见，应加强对儿童青少

年学校、家庭、社区体育环境的建设，以学校体育环境为

主导，并充分利用好家庭、社区两大抓手，形成学校、家

庭、社区体育环境联动模式，提高儿童青少年的锻炼行

为，改善体质健康状况。

运动承诺是维持锻炼行为的有效保障（Kelly，1983），

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承诺主要源于个体的

自我知觉和选择性，当个体产生想要或者必须参与某项

活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内部驱动力，使其产生行动的动

力（邱芬 等，2011）。锻炼心理学认为，承诺是在认知的加

工和重建下促使行为模式发生改变，最后形成一种深思

熟虑后的行为，它代表着一种高级的行为态度（陈善平

等，2005；Beck et al.，1991）。有研究表明，运动承诺水平

的高低，可直接反映个体参与某项活动时的投入程度，影

响对该行为的坚持程度（Kang et al.，2020），自愿进行体育

图2 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影响锻炼行为的路径模型图

Figure 2. Path Model of Sport Environment and Sport Commitment Affecting Exercis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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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的个体与被动受到监督进行体育锻炼的个体相比，

锻炼行为的持续时间更长（张春华 等，2002）。杨剑等

（2014）发现，锻炼满足感与运动承诺显著相关，运动承诺

越高，所获得的锻炼满足感越强烈。因此，具有较高运动

承诺水平的锻炼者往往对参与体育锻炼持有更积极的态

度，同时在每一次锻炼中所获得的情感体验也更为深刻，

从而自然地提高了锻炼行为的发生，也进一步保障了充

足的锻炼时间。可见，运动承诺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上

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参与体育锻炼的初期，可以通过引导

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体育锻炼认知、体验锻炼乐趣从

而提高运动承诺水平，进而增强体育锻炼行为的稳定性。

3.2 运动承诺对体育环境影响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

结构模型显示，体育环境能够影响锻炼行为，运动承

诺在体育环境与锻炼行为间具有中介效应。合理行动理

论认为，运动承诺是个体的行为意向，个体未来的体育锻

炼行为是通过运动承诺对结果的评估进而做出选择或决

定的（叶绿 等，2016）。简而言之，运动承诺是体育锻炼行

为的先行变量，本研究验证了该理论的适用性，与前人研

究结果一致（陈善平 等，2006，2007）。

陈善平等（2007）提出的行为承诺认知决策理论模型

将社会环境纳入影响运动承诺的前因变量。研究表明，

心理环境因素会对个体运动承诺产生影响（Schilling，

2001），此类研究如 Mishra 等（2016）发现，运动团队中的

内部沟通会对运动员的运动承诺产生影响；Pulido 等

（2018）发现，教练员和同伴支持可以提高运动员的功能

性承诺，而教练员对运动员的社会约束则会降低运动员

的功能性承诺等，均对影响个体运动承诺的环境因素进

行了考察，但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竞技运动领域，以运动

员和教练员为主。本研究主要考察了社会环境因素对运

动承诺的影响，其中学校体育环境包括了体育教师、同伴

对我参与体育锻炼的支持、学校场地设施满足度以及学

校课外体育锻炼时间是否充裕；家庭体育环境包括了父

母自身表率以及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客观支

持；社区体育环境包括了社区场地设施满足度、社区开展

儿童青少年技能培训情况以及社区组织儿童青少年体育

活动情况。

已有研究证明，父母支持能够有效增强孩子参与体

育锻炼的自主动机（董宝林 等，2020），父母参与体育锻炼

的表率作用虽然不一定能够直接影响孩子的锻炼行为，

但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张

凤玲 等，2014）。同伴支持会对儿童青少年运动参与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同伴关系能够有效促进双方认知、

心理、情感的共同发展（王富百慧 等，2018）。学校课外体

育锻炼时间以及体育教师支持均会对儿童青少年运动意

愿产生一定影响（范卉颖 等，2019）。社区开展技能培训

以及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频率也会影响儿童青少年参与

体育锻炼的意愿（范卉颖 等，2017）。陈善平等（2005）发

现，锻炼条件是否完备（如场地设施能否满足运动需求

等）也是影响锻炼坚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会对运动

承诺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学校和社区体育设施完备与

否会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能否参与体育锻炼以及是否会

对参与体育锻炼产生心理依赖感。目前社区体育设施大

多针对成年人所设计，适合儿童青少年的体育设施较少，

这也使得社区体育设施无法满足儿童青少年的体育需

求。《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研制青

少年体育场地设施器材标准，开发符合青少年特点的设

施和运动器械，促进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标准化，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开发利

用。但目前社区体育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场地有限、

运动器材单一、体育技能培训以及体育活动组织频率较

低、缺少社区体育组织机构（范卉颖 等，2019；杨寒，

2014）。因此，在学校和社区体育环境建设方面，学校和

社区应保障场地设施的满足度、丰富体育活动开展的内

容、保证体育活动开展的时间，同时在体育活动的组织形

式上应该注重同伴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家庭体育环境建

设方面，家长应该端正自身的体育态度、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做好表率作用、在语言和行动上多鼓励孩子进行体育

锻炼，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体育意识，进而使其运动承诺

水平得到提升。

4 结论

通过对 1 505 名上海市儿童青少年的调查，从结构层

面揭示了体育环境影响锻炼行为的内部联系，儿童青少

年的体育环境、运动承诺均与锻炼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体育环境可以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锻炼行为，良好的

体育环境可以有效提高儿童青少年运动承诺水平，运动

承诺在体育环境影响锻炼行为的效应中具有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运动承诺作为中介变量在体育环境与锻炼行

为间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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