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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探究运动员的关系需求满足、亲和动机和自我调节

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547 名专业运动员进行施测。结果：

1）运动员关系需求满足与亲和动机、自我调节和运动流畅体验存在显著正相关；2）自我调

节在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需求满足通过自我调

节影响运动流畅体验的中介作用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只有当亲和动机高时，关系需求满

足通过提升自我调节而促进运动流畅体验。结论：在训练和比赛中，教练员需考虑运动员

的亲和动机类型，尽可能满足关系需求，保证运动员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而提高运动

流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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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affilia‐

tion motive, self-regul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in sports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ethods: Fiv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athle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some questionnaires. Re‐

sults: 1) The flow experience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

tion, affiliation motive, self-regulation; 2) self-regula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3) affiliation motive

moderate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attentional bias on the influence of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

tion on flow experience.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promotes flow experience by improving

self-regulation when the affiliation motive is high. Conclusions: The coaches should consider the

athletes’ affiliation motive, satisfy the relatedness need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ir

self-regulation and the flow experience.

Keywords: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affiliation motive; self-regulation; flow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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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流畅体验是指运动员在竞赛过程中，当外在挑战与个人内在能力间达到平衡，

同时超过平均表现时，运动员个人经历到身心完全投入、全神贯注，事后感到印象深

刻，并充满价值的一种最佳的运动经验与心理状态（Kim et al.，2022）。Wild（1987）描

述了运动流畅体验如何帮助Rob Schultheis完成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次攀登，并表示任何

人都可以经过训练体验到流畅感。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

研究发现，动机、控制感、情绪等因素都会影响运动员的流畅体验（Kim et al.，2019；

Schüler et al.，2013a；Sheldon et al.，2013）。Kahneman（2003）认为，运动流畅体验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有限理性合作观，影响运动流畅体验产生的因素包括内

在机制（如亲和动机、自我调节），以及情境因素（如关系需求满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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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关系需求和运动流畅体验

关系需求（the need for relatedness）是自我决定理论中

的一个概念，指个体渴望在社会互动中得到他人的理解、

关爱和支持，体验到归属感（Eassey et al.，2021）。Bolter

等（2018）研究发现，当社会环境可以满足个体归属感时，

个体能够与他人建立连接，并体验到关爱，此种状态可以

定义为关系需求满足（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在体

育领域中，运动员有同教练员、队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需

求（Sheldon et al.，2013）。Jackson（1992）通过质化研究询

问了 16名双人滑冰精英运动员有关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

流畅体验的问题，19% 的运动员认为队友间关系需求满

足与否对运动流畅体验至关重要。Bakker 等（2011）对

398名精英足球运动员和 45名教练员进行了问卷调研，进

一步解释关系需求产生运动流畅体验的原因——运动员

共处同一团队，有共同的经验（如相同的对手、天气、教练

员等）和相似的目标（赢得比赛），彼此间高度依赖，彼此

的情绪和行为会互相传递。Swann 等（2012）系统综述了

17 项运动流畅体验的研究，发现关系需求满足可以很好

地预测运动流畅体验，这为关系需求满足促进运动流畅

体验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上述研究揭示了关系需求满足

与运动流畅体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1.2 自我调节的中介作用

自我调节是关于个体控制和调节反应的能力，是外

部动机向内部动机转化和整合的过程（Van Hooft et al.，

2018）。关于自我调节与关系需求满足的研究源自依恋，

婴幼儿必须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安全感才会产生探索性

活动，出现个体控制和调节反应（Ainsworth et al.，1978）。

不仅是在婴幼儿期，当人们在工作中关系需求得到了满

足，自我调节能力也会增强（Van Ijzendoorn et al.，1988）。

Travis 等（2020）研究发现，关系需求满足是自我调节模型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人有探索、理解

和同化环境各方面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是好奇心、尝

试欲和各种导致成长发展的内在动机行为的基础（Deci

et al.，1996；Vasconcellos et al.，2020）。自我调节强调内

化整合外在环境和内在需求的自然意愿，因此，关系需求

满足可以促进自我调节。

此外，自我调节对运动情境中运动流畅体验的产生

有重要影响。Hernández 等（2017）研究发现，自我调节与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如人际关系的和谐

度、负性情绪的应对策略、心理健康状态、学业成绩等。

已有研究发现，在运动领域中，自我调节能力与运动流畅

体验关系密切，精英运动员不仅可以调节影响运动流畅

体验的因素，还可以调节所感知的流畅体验（Bernier et

al.，2009；Chavez，2008；Jackson，1992，1996；Swann et

al.，2015），甚至很多运动员报告了在流畅体验中仿佛在

观察自我，并且可以意识到努力状态（Bernier et al.，2009；

Chavez，2008；Jackson et al.，1996）。Swann 等（2012）研

究发现，72% 的运动员直接表示流畅体验受自我调节影

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关系需求满足通

过自我调节影响运动流畅体验，即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

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探讨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中的

中介作用，能够回答关系需求满足如何影响运动流畅体

验产生的问题，但并不能明确其作用在何时更加显著的

问题。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亲和动机这一调节变量，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

体验的关系以及自我调节的中介效应何时更加显著的

问题。

亲和动机是指接近一个相似或喜欢自己的客体，友

好合作或互惠（Atkinson et al.，1954）。作为一种相对稳

定的人格特质，亲和动机是关系需求满足影响运动流畅

体验产生的催化剂。具有强烈亲和动机的个体对关系需

求满意度的反应要高于低亲和动机的个体（Davies et al.，

2018）。研究发现，具有高亲和动机的篮球运动员在比赛

中获得了更高的得分，并报告了更高的关系需求满足程

度（Teubel et al.，2011）。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

亲和动机调节关系需求满足和运动流畅体验。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可以直接预

测个体积极的发展（Davies et al.，2018）。但是，动机倾向

理论发现，关系需求满足并不总是运动流畅体验的可靠

预测变量，尤其是对于亲和动机较低人群，即使其关系需

求得到了满足，也不是必然产生运动流畅体验（Schüler et

al.，2014）。低亲和动机的运动员在面对人际关系时，往

往无视关系需求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价值，更不会采取

建设性的行动以保留这种积极效应，这减少了运动流畅

体验的产生；高亲和动机的运动员能够意识到自我努力，

灵活调节反应，正确面对关系需求满足的意义，增加运动

流畅体验（Schüler et al.，2013a）。由此可见，关系需求满

足并不必然引起自我调节，而会受到亲和动机的影响。

与低亲和动机运动员相比，高亲和动机下关系需求满足

程度高的运动员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本研究

提出研究假设 H3：关系需求满足通过自我调节影响运动

流畅体验的中介过程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亲与动机理论构建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图 1），研究假设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满足

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

的发挥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揭示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

流畅体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及取样

被试为来自北京、江西、山东、安徽、辽宁、浙江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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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专业运动队的现役运动员，共计 547 名。经过筛选，剔

除无效问卷 43 份，剩余有效问卷 504 份。其中，国家一级

及以上运动员 200 名，国家二级运动员 104 名，国家三级

运动员 200 名；男 252 人（50%），女 252 人（50%）；年龄为

（19.78±4.23）岁；训练年限为（5.00±2.65）年；运动项目包

括摔跤、柔道、游泳、篮球、足球、田径、跆拳道等。

2.2 研究工具

2.2.1 关系需求满足量表

采用Richer等编制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量表》，朱晓

娜等（2011）翻译修订。本研究使用关系需求满足维度，

共 5 个项目，如“队里的人都很理解我”。采用李克特

（Likert）7 点计分法，1 分表示“完全不符合”，7 分表示“完

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关系需求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

在运动领域已被多次应用，有较好的信效度（郭正茂 等，

2018；孔艳赟，2016；许娜 等，2019；朱晓娜 等，2011）。

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 α系数为 0.866。

2.2.2 特质流畅量表

采用 Jackson 等编制的《特质流畅量表》，刘微娜

（2009）翻译修订。该量表包含 33 个题目，共 9 个维度：挑

战-技能平衡、行动-意识融合、清晰的目标、明确的反馈、

全神贯注于当前的任务、控制感、自我意识的丧失、时间

的变换和享受的体验。各维度得分总和是流畅体验的得

分，代表了运动员流畅体验的整体倾向性。得分越高，运

动员就越可能体验到流畅。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证

明有较好的信效度（董德朋 等，2015；刘微娜，2009；曲

辉 等，2017）。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和总体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646～0.842。

2.2.3 亲和动机量表

采用 Insight 于 2002 年编制的《亲和动机量表》，魏然

等（2013）翻译修订。该量表共有 19 个题目，例如，“与别

人进行亲密的交流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 分表示“非常不符合”，5 分表示“非常符

合”，得分越高表明亲和动机越高。该量表在魏然等

（2013）的研究中被证明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

量表总体 α系数为 0.938。

2.2.4 自我调节问卷

采用《自我调节问卷》（代维祝 等，2010），该问卷共有

30个题目，例如，“当实现目标的行动进展不顺利时，我会

做出调整”。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 分表示“非常不符

合”，5分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我调节能力越

强。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 α系数为 0.895。

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录入、统计和分析。利用

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周浩 等，2004）。在未旋转因子的情况下，共提取 22 个

公共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累计解释力为 28.32，小于 40。

结果表明，本研究虽然数据来源、评分者、测量环境以及

项目本身特征相同，但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 1），关系需求满足、自我调节、

亲和动机与运动流畅体验显著正相关，说明它们均是运

动流畅体验产生的促进因素。其中，自我调节与运动流

畅体验呈显著正相关（r=0.737，P＜0.001），亲和动机与运

动流畅体验也呈显著正相关（r=0.586，P＜0.001）。

3.3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

探讨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中的

中介作用表明（表 2），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直

接作用显著（β=0.568，t=15.452，P＜0.001）；纳入中介变量

自我调节后，该直接作用依然显著（β=0.288，t=9.126，P＜

0.001），并且关系需求满足对自我调节的作用显著（β=

0.463，t=11.719，P＜0.001），自我调节对运动流畅体验的

效应也显著（β=0.604，t=19.154，P＜0.001）。此外，自我调

节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0.224，0.344］，

不包含 0（表 3），表明自我调节能够在关系需求满足对运

动流畅体验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检验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之间

的中介作用前半段，以及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

图1 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自我调节的中介与

亲和动机的调节

Figure 1.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and Athletes’Flow

Experience：Self-regulation Mediated and Affiliation

Motive Moderated

表1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s，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ain Variables n=504

变量

关系需求满足

亲和动机

自我调节

运动流畅体验

M

5.31

4.14

3.60

3.52

SD

0.97

0.61

0.41

0.55

1

1.000

0.514***

0.463***

0.568***

2

1.000

0.615***

0.586***

3

1.000

0.737***

4

1.000

注：***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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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效应是否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表明（表 4），关系需

求满足×亲和动机对自我调节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65，

t=-2.281，P＜0.05），并且亲和动机能够显著调节关系需求

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作用（β=0.084，t=3.633，P＜0.001）。

在亲和动机得分为 M-1SD、M、M＋1SD 水平时，自我调节

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如表 5 所示。

由此可见，在亲和动机的 3个水平上，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

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均呈增加趋势。

本研究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机制。将亲和动机M±1SD分出高低组，考察在不同亲和

动机水平上关系需求满足对自我调节的影响。结果显

示，对于高亲和动机组，关系需求满足对自我调节有显著

正向关系，简单斜率为 0.189，t=8.411，P＜0.001；而对于亲

和动机水平较低的被试，关系需求满足也与自我调节有

正向关系，但其影响较小，简单斜率为 0.095，t=4.238，P＜

0.001。表明随亲和动机水平的提高，关系需求满足对自

表3 中介效应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中介变量

自我调节

间接效应值

0.280

Boot 标准误

0.031

Boot 95% CI下限

0.224

Boot 95% CI上限

0.344

相对中介效应

49.296%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结果变量

运动流畅体验

自我调节

运动流畅体验

预测变量

关系需求满足

关系需求满足

自我调节

关系需求满足

R

0.568

0.463

0.780

R2

0.322

0.215

0.609

F

238.765***

137.331***

389.831***

β

0.568***

0.463***

0.604***

0.288***

t

15.452***

11.719***

19.154***

9.126***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结果变量

自我调节

运动流畅体验

预测变量

关系需求满足

亲和动机

关系需求满足×亲和动机

自我调节

关系需求满足

亲和动机

关系需求满足×亲和动机

R

0.644

0.792

R2

0.414

0.627

F

117.798***

209.442***

β

0.198***

0.517***

-0.065*

0.559***

0.253***

0.108***

0.084***

t

4.951***

12.934***

-2.281*

15.654***

7.741***

2.932***

3.633***

注：*表示P＜0.05。

表5 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

Table 5 Direct Effects，Mediation Effects and Moderation Effects

关系需求满足的直接效应

自我调节的中介效应

亲和动机

3.53（M-1SD）

4.41（M）

5.02（M＋1SD）

3.53（M-1SD）

4.41（M）

5.02（M＋1SD）

效应值

0.169

0.253

0.337

0.084

0.111

0.127

Boot标准误

0.040

0.033

0.040

0.033

0.024

0.032

Boot 95% CI下限

0.091

0.189

0.258

0.081

0.067

0.010

Boot 95% CI上限

0.248

0.317

0.415

0.210

0.160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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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节的影响逐渐增大。高亲和动机组的关系需求满足

对运动流畅体验的正向影响显著，简单斜率为 0.411，t=

8.470，P＜0.001；低亲和动机组的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

畅体验的正向影响减弱，简单斜率为 0.316，t=6.682，P＜

0.001。表明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随亲

和动机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综上，自我调节在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

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的发挥受到亲和

动机的调节（图 2）。

4 讨论

4.1 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的关系

基本心理需求包括关系需求、能力需求和自主需求

（Davies et al.，2018）。以往研究大多将基本心理需求作

为一个整体变量进行研究，但有研究发现，3 种心理需求

在预测心理变化时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

变量（Coterón et al.，2013；Kerim et al.，2020）。本研究发

现，关系需求满足可以很好地预测运动流畅体验，验证了

运动员与教练员和队友间的关系是运动情景中运动流畅

体验产生的重要因素（Swann et al.，2015）。我国运动员

与队友和教练员的关系属于社会共生关系，在举国体制

下，运动员的关系需求满足受政治、经济、文化为纽带的

多元共生系统综合影响，运动员同吃同住同训练，彼此间

高度依赖，彼此的情绪和行为会互相传递，关系需求满足

会使其默契度提高、情绪更加高涨，更有利于流畅状态产

生（Bakker et al.，2011）。因此，教练员在指导训练过程中

应结合政策并以运动员为本，动态考虑运动员与队友之

间资源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

论一致（Schüler et al.，2013a，2013b），同时也为揭示关系

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的中介、调节机制奠定了基础。

4.2 自我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关系需求满足不仅能直接影响运动流

畅体验，而且还能通过自我调节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

运动流畅体验，H1 得到验证。Radel 等（2011）研究发现，

当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个体会通过自我调节来应对，

一方面可能产生关系需求补偿过程，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个体会逐渐放弃对关系需求的追求，产生补偿动机，寻求

其他需求的替代；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关系需求恢复过

程，根据动机需求理论，个体的需求打破个体的内部平

衡，个体为了重新达到平衡状态，会产生恢复动机，并尝

试重新获得需求。但无论是关系需求补偿，还是关系需

求恢复，都需要通过个体的自我调节实现。以往研究发

现，关系需求满足与自我调节显著正相关，关系需求满足

高的运动员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容易调节自己的

情绪和行为，因而能经常体验到更强的关系需求满足感，

也 因 此 更 容 易 产 生 流 畅 体 验（Schüler et al.，2013b，

2014）。另有研究表明，自我调节与运动流畅体验显著正

相关，并且具有更强自我调节能力的运动员也更经常体

验 到 运 动 流 畅（Sorrentino et al.，1978；Wegner et al.，

2017），这是因为在流畅体验中自我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自

我本身的丧失，而是自我概念的丧失（Jackson，1992）。也

有研究发现，流畅体验可以自我调控，不受自我意识阻

碍。例如，精英高尔夫球运动员报告了认知和动觉感知

的改变，以及对流畅体验发生时的感知（Swann et al.，

2015）。Bernier 等（2009）研究发现，60% 的优秀游泳运动

员报告了在游泳过程中身体意识的增强状态，包括强烈

的心跳、肌肉的刺痛感觉和四肢的发热，在整个过程中更

加清醒，自我调节意识和能力更强。总之，关系需求满足

高的运动员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更能体验到运

动流畅，即自我调节能力是关系需求与运动流畅体验之

间的中介变量。

4.3 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运动情景中，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

畅体验之间的关系随亲和动机水平不同而不同：当亲和

动机水平较高时，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间关系

较强；但当亲和动机水平较低时，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

畅体验关系较弱。换言之，亲和动机能增强运动情境中

关系需求满足对运动流畅体验的影响。因此，亲和动机

是关系需求满足与运动流畅体验间的调节变量，H2 得到

验证，这与以往研究一致（Schüler et al.，2010；Sheldon et

al.，2011）。因此，本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验证了动机倾

向理论，若想提高运动流畅体验，单纯改变运动环境（如

营造友好、和谐的氛围）可能还不够，还要提高亲和动机

（Davies et al.，2018）。在实践中，运动员可以通过提高亲

和动机促进运动流畅体验，这为提高运动表现提供了新

的思路。

本研究表明，关系需求满足并不必然引起自我调节，

而会受到亲和动机的影响。与低亲和动机运动员相比，

高亲和动机下关系需求满足程度高的运动员有更好的自

我调节能力。不同亲和动机的运动员对关系需求满足的

图2 各变量对运动流畅体验的作用效果

Figure 2. Effects of Each Variable on Athletes’Flow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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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和反应不同。高亲和动机运动员把关系需求满足理

解为关爱和支持，更倾向于赞同他人的建议，对关系互动

更积极，在比赛中调整更灵活，团队配合更默契，更容易

产生运动流畅体验（Davies et al.，2018；Sorrentino et al.，

1978）。但也有一些低亲和动机运动员对关系需求满足

体验度低，敏感性弱，不管关系需求满足与否，都不会主动

调节，因此不容易产生运动流畅体验（Teubel et al.，2011）。

换言之，关系需求满足通过自我调节影响运动流畅体验

的中介过程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关系需求满足与

运动流畅体验的关系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H3 得到验

证。本研究符合有限理性合作观（Kahneman，2003），在

有限理性合作观视阈下，关系需求满足的内在机制可以

解释为，运动员的流畅体验是在有限理性前提下处理自

我-他人（包括运动队）关系的决策过程，运动流畅体验的

产生和维持受内部因素（亲和动机、自我调节等）和外部

因素（关系需求满足状况）的影响。因此，在集体主义精

神背景下，关系需求满足水平低的运动员更愿意自我调

节来遵从社会规则，教练员也需考虑运动员的亲和动机

类型，尽可能满足关系需求。

5 结论

1）关系需求满足高的运动员更容易产生运动流畅

体验。

2）关系需求满足会通过部分影响自我调节而影响运

动流畅体验。

3）关系需求满足通过自我调节影响运动流畅体验的

中介过程受到亲和动机的调节作用：当亲和动机高时，关

系需求满足通过提升自我调节而促进运动流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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