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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的心理坚韧性研究：
用效果
马钰璇袁毛梦玲
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袁回顾了运动员心理坚韧性的相关研究遥 介绍心理坚韧
性 4 种 较新 的结 构模 型袁梳 理 心 理 坚 韧 性 的 影 响 因 素 袁包 括 人 口 统 计 学 变 量 尧教
练 员 行为 尧幽 默 风格 尧自 我意 识等 袁分 析 心理 坚韧 性 的 效 应 袁包 括 运 动 倦 怠 尧情 绪
调 节 策略 尧流 畅 特质 等袁指 出 未 来 研 究 者 应 积 极 开 展 心 理 坚 韧 积 极 的 纵 向 研 究 袁
并 注 重 考 察情 境因 素 对心 理坚 韧 性 的 影 响 袁探 究 其 神 经 机 制 袁关 注 其 消 极 作 用 袁
进行团体心理 坚韧性研究遥 旨在为运动领域中心理坚 韧性 的进 一 步研 究提 供 一
定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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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n mental
toughness of athletes. It summarizes four models of mental toughnes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toughness, includ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behavior of coaches, humor styles and self-awareness. It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mental toughness, including athletic burnou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fluid characteristics, etc. It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actively make longitudinal researches on mental toughness,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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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ness, study its neural mechanism and its negative function and pursue their studies on group
mental toughnes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on mental toughnes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mental toughness; structural model; influential factor; effect

自 Loehr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竞技运动领域首
次引入心理坚韧性渊Mentaltoughness冤的概念以来袁有
关它的研究大量涌现遥目前袁积极心理学发展方兴未

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训练和比赛袁 从而达到更佳

的运动表现 [2] 遥 本文以既往研究成果为出发点袁分析
与总结心理坚韧性的理论模型袁 梳理与整合心理坚

艾袁 作为与运动成绩密切相关的积极心理学因素之

韧性的影响因素袁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展望袁提出心

一袁心理坚韧性更加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遥心理坚韧

理坚韧性的发展新方向遥

性是指运动员先天遗传或后天培养的重要心理品
质袁 这种心理优势使运动员在压力情境下比对手更
能维持自信尧专注和判断袁从而比竞争对手产生更佳

的竞赛表现 [1] 遥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袁心理坚韧性在顺
境中亦存在增益作用袁 心理坚韧性会使运动员更易

产生流畅体验袁减轻运动倦怠袁激发运 动动机袁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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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 模 型由 Jones 等提 出 袁以 精英 运动 员 尧教 练

员和运动心理学家为研究对象遥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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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焦点访谈尧个案访谈和个体评述三阶段研究袁探
索心理坚韧性的框架渊Framework冤 遥 该模型认为心
[3]

理坚韧性分为 4 个维 度袁分 别为 态度 / 心 态尧训 练 尧

该理论模型袁 并进一步建构出心理坚韧性特质 尧环
境尧行为尧认知 4 个方面 [7] 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该研究指

出不同情景或事件所需心理坚韧性水平不同袁 未来

竞赛和赛后遥 态度 / 心态指具有心理坚韧性运动员

研究者以所需高水平心理坚韧性的重大事件作为研

的一般心理特质袁其他 3 个维度以时间为导向袁指运

究对象袁通过实验重现事件袁研究心理坚韧性与其他

动员不同阶段尧 不同情境下维持心理坚韧性所需的

变量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袁 以期获得更加精确客

心理技巧和策略遥每个维度下都包含相应的次成分袁

观的结果遥该理论模型丰富了心理坚韧性含义袁为后

如图 1 所示遥 该模型对 Jones 等归纳的心理坚韧性 7

续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向遥

个特质做出进一步的探究和拓展袁 认为心理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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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心理坚韧性三阶模型
该模型全面总结了心理坚韧性特质袁 进一步精
确了其定义袁为后续问卷编制尧实证者在不同阶段开

情绪

价值

态度

认知

发和培养心理坚韧性提供了切入点遥 模型已在后续
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袁 并进一步建构出不同项目运

图 2 Daniel 等个人构造心理学模型

动员特定心理坚韧 性模型袁 如 Bull 等以 12 名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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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板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袁采用焦点小组法袁在三
阶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出板球运动的心理坚韧性金字
塔模型 [5] 遥

Sorensen [8] 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质性研究袁探索心
理坚韧性的潜在机制遥 根据 Braun 和 Clarke [9] 主题词

基 于 凯 利 的 个 人 建 构 理 论 袁Daniel 等 提 出 了 有

演绎分析渊De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冤指导原则袁将

于训练尧竞赛和日常生活的内外部经验袁个体创造出

渊见图 3冤遥 个人在面对外界压力时袁需要运用自身资

关心理坚韧性的个人构造心理学模型渊见图 2冤 [6] 遥 基

心理坚韧性成分整合为输入尧 过程尧 输出 3 种类别

评估和分析环境各种模板袁 这些模板则称为建构

源满足外界需求袁达到个人与环境的平衡遥因此输入

渊constructs)遥 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看袁该模型将心理

代表个人对压力环境的适应程度袁 决定个人承受的

坚韧性视作情感尧态度尧价值尧认知的集合体袁是在已

内外部压力及所需动员的个人资源遥 过程包含力量

有的经验上建构的对压力事件理解和行为反应遥 模

和适应两种不同类型袁 力量反应个体在压力下维持

型强调压力事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袁 心理坚韧性在

认知的能力尧协调情感的功能遥适应指在认知和情感

运动员新旧经验交互过程中构建袁 过程则包含评估

范畴内个体对自身弱点的接受和适应程度遥 输出变

环境尧选择回应事件方式尧接收内外部反馈袁并根据

量包含生存尧奋斗尧兴旺 3 种行为结果遥

最终结果与自我目标的对比评估不断进行修正遥

系统方法模型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心理坚韧性特

该理论模型也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袁

质袁并揭示了心理坚韧性的内在作用机制遥即据个人

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袁 得出心理坚韧性相关特质支持

程冤袁以期达到理想的绩效行为渊输出冤遥 此前心理坚

Mallett 等对 6 名英国精英足球运动员尧 教练及父母

对 压 力 环 境 的 适 应 度 渊输 入 冤袁选 择 合 适 的 路 径 渊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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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的理论模型多关注于外部压力袁 而该模型则将

及父母尧朋友尧教练对运动员心理坚韧性形成造成的
直接影响 [13]遥

内部压力作为重要的输入变量袁 并将适应性过程纳
入中介变量袁避免了绝对化语 言渊如院不可动摇的信

第二个定义特征是个人定义特征袁它由聚焦尧需

念冤对其概念科学化的干扰袁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研究

求尧资源 3 方面个人特质组成袁强调心理坚韧性发展

有机结合袁 为运动员心理坚韧性的培养提供更加完

过程中个人主体性作用遥 个人特征是影响近端过程

善的理论基础遥

发展方向及动力的最重要因素袁 它使近端过程处于
压力或逆境中仍能正常运作遥

过程 1院力量
输入 1院
外部压力
个人资源

输入 2院
内部压力

第三个定义特征是情景定义特征袁 它指个人生

输出院
生存
奋斗
兴旺

过程 2院适应

存 环 境 背 景 袁包 含 外 观 尧宏 观 尧中 观 尧微 观 4 个 子 系

统遥 这 4 个子系统将运动员层层包裹起来袁并且还存

图 3 Sorense 等系统路径模型

在不断的交互作用袁 对运动员心理坚韧性产生持久
而稳定的影响遥
第四个定义特征是时间定义特征袁 它包含 3 个
继时性水平袁即微观时间尧中间时间和宏时间遥 时间
维度贯穿运动员发展全程袁强调运动员的过去经历尧

Anthony 等在回顾大量有关心理坚韧性 研究 基

当前事件尧 未来预期对心理坚韧性的塑造都应纳入

础 上 袁 提 出 了 心 理 坚 韧 性 的 生 态 系 统 渊PPCT冤 模 型

考虑袁 说明运动员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是心理坚

渊见图 4冤 [10] 袁该模型基于 Bronfenbrenner 等提出用以

韧性发展的必要条件遥

解释个体心理能力发展的生态学模型袁模型包含野过

该模型强调了心理坚韧性发展的多维性尧 动态

程要个人要环境要时间冶4 个交互环节 [11]遥 而心理坚

性尧持续性袁超越以往静态尧单维的观念遥它将心理坚

韧性则是先天遗传尧后天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袁其本

韧性发展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袁 强调运动员个体

质具有动态发展性 [12] 遥 其发展环节嵌合于 PPCT 解

对环境的日渐适应性袁 及各种复杂因素对心理坚韧

释机制中袁 以上 4 个维度进一步解释心理坚韧性的

性形成的交互作用 [14]遥 将心理坚韧性从过分关注环

内在结构遥 这种对心理坚韧性发展性定义的理论模

境的窠臼中解救出来袁 将环境与遗传因素置于等同

型袁 包含 4 个重要的定义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

地位袁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心理坚韧性的发展遥该

作用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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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系统性的指导框架袁将

第一个定义特征是近端过程袁 被视作心理坚韧

心理坚韧性视为多资源整合体袁 为其本质与结构的

性发展的野发动机冶袁同时也是模型的核心袁强调心理

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遥

坚韧性发展所必须的艰苦但却积极的训练环境袁以

近端过程
窑艰苦但却积极的训练环境渊Butt et al, 2010冤
窑高标准严要求袁富有 挑战 精 神 的 教练 袁 并 赋
以较高期待值渊Driska et al, 2010冤

个人

时间

窑动力院内驱力和毅力渊Mahoney et al, 2014冤
窑资 源 院 预 期 计划 和 积 极 思 维 渊Connaughton
et al, 2010冤
窑需求院竞争力渊Mahoney et al, 2014冤

窑竞 赛 经 历 尧 奖 赏 荣 誉 尧 动 机 尧 乐 趣 尧
环境渊Connaughton et al, 2008冤
窑教练哲学渊Connaughton et al, 2008冤

情景
窑微系统院运动员直接生活环境
窑中间系统院家庭尧运动队等微系统环境间交
互作用
窑外系统院教练员家庭环境尧工作环境
窑宏系统院社会文化环境

图 4 Anthony 等的生态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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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要运动员关系渊如信任袁尊重冤袁教练哲学渊如加强
对体育理解冤袁训练环境渊基于运动员的挑战性冤袁以
及教练适应策略渊如具体的教练行为冤均是培植与发
研究表明袁年龄尧性别等因素将会对心理坚韧性

展运动员心理坚韧性的关键遥 Philippe 等研究揭示了

产生影响遥 Clough 等研究发现袁 男性运动员心理坚

在心理坚韧性动态发展过程中教练员角色功能的 3

韧性水平高于女性

[15]

遥 Nicholls 等的研究也支持了该

结论袁 并进一步指出在心理坚韧性的承诺尧 控制情
绪尧 控制生活尧 自信 4 个分量表的得分均高于女性
[16]

遥 针对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袁目前已有研究主

要给出以下两种解释遥 其一是由于这可能是由于男

个维度院 专业知识 渊如分享相关知识及过去自身经

验冤尧教学指导渊如教练及运动心理学家传授相关心
理技巧冤尧发展策略渊如与运动员 共同商议制定培养
策略冤 [22,23] 遥

Crust 和 Azadi 对心理坚韧性与教练偏好领导方

性运动员更加自信 [17] 袁而自 信是 心 理坚 韧 性 的重 要

式进行关系性研究袁 结果发现心理坚韧性与偏好训

因素之一遥 另一种解释认为可能由于男女在压力情

练型指导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袁 与偏好社会支持型指

境下应对方式的差异遥 Andrews 等研 究表明男运动

导呈负相关遥在回归分析中发现袁承诺和挑战能显著

员更多地使用问题关注型压力应对策略袁 而女运动
员则更多使用情绪关注型压力应对策略袁 更多的寻
求社会支持袁逃避任务袁以远离压力袁这种应对策略

限制了其心理坚韧性的发展 [18]遥 目前对于这方面的
研究还较为薄弱袁 心理坚韧性性别差异的研究无论

是基于理论还是应用层面都有重要意义袁 如可在实
践中基于男女性别的不同制定针对性培养方案遥 性
别因素对于心理坚韧性的影响是日后值得关注的方
向遥

正向预测偏好指导方式 [24] 遥

Gucciardi [25] 等进一步考察了控制教练行为渊Con-

trolling Coach Behaviours冤尧 心理坚韧 性与 兴旺 感之
间的关系遥依据自我决定理论袁个体的心理需求分为
3 种院自主需要渊Autonomy冤尧能力 需 要渊Competence冤
和归属需要 渊Relatedness冤遥 控制教练行为作为一种
控制激励性风格袁指教练员控制奖赏渊如院外在奖励

或 赞 美 冤尧有 条 件 的 关 心 渊如 院保 留 关 心 或 支 持 冤尧威
胁恐吓渊如院武断权力策略羞辱他人冤尧过度的个人控

年龄对心理坚韧性也存在影响袁Nicholls 等研究

发现袁随年龄增长袁心理坚韧性水平呈上升 趋势 [16] 遥

制渊如院侵入式监控或过分严格的边界冤等行为方式遥
研究发现袁 控制型教练行为会阻滞个体心理需求满

进一步研究发现袁 心理坚韧性 3 个维度的水平均随

足袁削弱运动员自主参与感与对压力情景的控制感袁

年龄增长而增加袁如与年长运动员相比袁小于 25 岁

阻抑运动员心理坚韧性发展遥

的运动员对自身影响力抱以质疑态度 渊低控制冤曰从

因此袁 对教练员培训不仅应该强调提高他们的

变故中体验疏离的倾向渊低承诺冤曰将机会视作威胁袁

技战术袁 也应该强调探寻教练员行为最佳效能的途

认为生活一成不变渊低挑 战)曰对 取 得成 功的 能力 缺

径袁通过教练员激发和鼓励等能力袁提升运动员心理

乏自信渊低自信冤曰心理坚韧性与年龄的关系研究具

坚韧性遥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袁已有研究证明袁心理坚韧性在很

大程度上亦受个体生活经验影响 [19] 遥 换句话说袁心理
坚韧性既包含遗传因素袁也有环境因素遥这些发现对
心理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袁 未来可通过具体的训练
计划训练和发展精神韧性遥

幽默的不同成分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的不

同方面 [26]袁并非所有的幽默方 式都 对 身心 健 康 具有

增益作用遥 Martin 等将幽默分为潜在有益和有害幽
默风格袁 有益幽默风格对身心潜在有益袁 分为亲和
型尧自强型遥 有害幽默风格不益于身心健康袁分为嘲

关于心理坚韧性与教练员行为的关系袁 以往多
项研究表明袁 教练员行为对运动员的心理坚韧性的
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遥
Thelwell 等通过对 10 名英国精英女子体操运动
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袁 发现教练员对其心理坚韧性

的提高起到了增益作用 [20] 遥 Gucciardi 等以澳大利亚
精英足球教练为研究对象袁 考察他们如何通过促进

机制培养运动员心理坚韧性 [21] 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教练

讽型尧自贬型 [27] 遥 Veselka 等的研究发现袁对于积极
的幽默方式袁即亲和型尧自强型与心理坚韧性各成分

均显著正相关袁而消极的幽 默方式袁即嘲讽型尧自贬
型与心理坚韧性呈负相关袁 这两种相关关系来自于

两个变量共同的高阶人格特质 [28] 遥 心理坚韧性代表

一种亲社会人格倾向袁与大五人格模式中开放型尧尽
责型尧外向型尧宜人型人格相关联遥 而消极幽默方式
反映了情绪不稳定和社交能力下降袁 与神经质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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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关 [29] 袁具体而言袁那些倾向于采用嘲讽型和自贬

被认为是慢性压力情景的产物袁 而与压力有关的人

型幽默的个体袁 易于造成他们和他人之间的社会距

格因素也被认为是运动倦怠形成的关键遥 有研究表

离袁并对自我价值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袁从而损伤了

明袁某些人格特质使运动员更易体验到压力情景袁如

心理坚韧性水平袁 而采取积极幽默风格的个体会采
取多种途径抵抗逆境和压力袁 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

特质焦虑尧神经质等 [35] 遥 高心理坚韧性运动员通常将

压力视作挑战并非威胁袁从而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袁

心理坚韧性遥 从以上研究中袁我们不难发现袁幽默风

抑制运动倦怠的产生遥 Gucciardi 和 Gordon 以板球运

格会对心理坚韧性造成显著影响袁 心理工作者和教

动员为研究对象袁 发现运动倦怠与心理坚韧性呈显

练员可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袁转变运动员思维袁以积
极的方式面对比赛和训练袁 营造一种积极愉悦的团
队氛围遥 除此之外袁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袁不
同国家的运动员拥有不同的幽默风格袁 针对不同文
化背景运动员袁 讨论分析幽默风格与心理坚韧性的
关系与作用机制袁也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遥

著负相关 [36]遥 曾明和刘伟以中国运动员为对象袁开展
本土化研究袁结果也支持了该结论 [37] 遥 王斌等进一步
研究指出袁心理坚韧性对运动员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袁 且应对方式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38]遥
由此袁 心理坚韧性比积极人格特质更能抑遏运动倦

怠的产生渊如院勇气尧心理弹性等冤袁这归因于心理坚
韧性可以针对不同压力源采取不同应对方式袁 从而

自我意识 渊Self-awareness冤 指主体 对自 我的 认

的运动员更倾向于采用问题导向的应对方式袁 而非

识袁是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自己的态度的统一袁被定义

逃避或情绪导向的应对方式遥因此袁心理坚韧性作为

为一种个体对自己认知尧情感尧行为自我审查与指导

可先天培养或后天发展的人格特质袁 在实践中体育

的状态

工作者可针对不同项目袁 将心理训练与身体训练相

[30]

遥 自我意识包含自我认知尧自我体验和自我

调控 3 个子系统遥 Gucciardi 等以青少年澳式足球运

结合袁制定系统的训练方法发展心理坚韧性袁从而缓

动员为研究对象袁 提出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心理坚韧

解运动倦怠的不良影响遥

性的野助推器冶 [31] 遥

Cowden 以南非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袁进一步

揭示了 自我意识影响的心 理坚 韧性 的 具体 成分 [32]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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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针对性保护遥 如 Nicholls 等发现袁心理坚韧性高

特 质 流 畅 作 为 一 种 稳 定 性 人 格 特 质 袁 由 Csik-

结 果 发 现 觉 察 渊Insight冤 与 自 我 反 思 渊Self-reflection冤

szentimihalyi渊1990冤提出袁指 可能包 含一 种 自带 目的

作为自我意识的指标与网球运动员的心理坚韧性呈

的人格特质渊Autotelic Personality冤袁他 们受 内部 动机

显著正相关性袁 即自我意识水平高的运动员善于批

驱使袁外界诱惑对其作用效果很低袁他们从活动过程

判分析与内化过去经验袁在压力或逆境中袁倾向于采

本身获得奖励袁比其他人更易体会到流畅状态遥通常

纳更有效的情绪管理与应对策略

以人们体会到流畅状态的频次对特质流畅进行量化

[33]

袁增强对情绪尧注

意尧行为洞察力和控制感袁在此过程中袁发展心理坚
韧性遥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袁自我意识水平越高与运动

员心理坚韧性水平正相关遥 换言之袁 在训练与比赛
中袁 教练员或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可致力于提高运动

评估遥

Crust 和 Swann 研 究 发 现 袁 心 理 坚 韧 性 的 子 成

分袁如承诺/挑战尧自信均可正向预测特质流畅袁其中
自信被视 为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 [39]袁但该 研 究尚 未揭
示特质流畅各维度与心理坚韧性的关系遥

员的自我觉知与自我体验袁形成稳定的角色定位袁辩

Jackman 进一步研究指出袁心理坚韧性直接影响

证分析总结以往经验袁矫正不良认知袁增强对压力或

挑战要技能平衡尧清晰的目标尧清晰的反馈尧高度控

逆境的可控感遥

制感尧全神贯注于当前的任务袁间接影响自我意识丧

失 \ 时 间变 换和 享 受体 验遥 特 别需 要 强 调 的 是 袁挑

战要技能平衡被视作流畅特质产生的 野黄金法则冶袁
当挑战和技能超过平时水平时袁 流畅状态发生的可
运动倦怠指由于个体资源与环境要求之间的不
平衡袁运动员出现即时的尧短暂的身心紧张 反应袁当
长期难以有效恢复时袁压力反应不断积累袁并逐渐发
展成以情绪 / 体力耗竭尧成就感降低尧运动负评价为

特征的身心症状和功能失调状态 [34] 遥 运动倦怠通常

能性增大遥 具有流畅特质的个体倾向于自主选择具
有高度挑战性的目标袁 而承诺指包含设定高难度目
标的能力袁及基于高内部动机袁对目标自动化的集中
指向及失败后对目标的再次聚焦遥同样袁自信增加个
体对技能主观积极的感知评价 [40] 遥 因此袁心理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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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流畅特质人格形成遥

响机制遥 未来研究者可选取一组优秀青少年运动员

可见袁 心理坚韧性帮助运动员流畅状态激活与

为对象袁追踪研究被试在不同年龄阶段尧运动水平心

维持袁并促进流畅特质的获得与发展袁这可为未来干

理坚韧性各维度变化袁 这些信息不仅有利于运动选

预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袁 但目前对于两者关系型研

材袁 而且可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运动员制定相应干

究仍处于初步阶段袁 未来可进一步加深对二者内在

预措施遥

作用机制的研究遥

其次袁心理坚韧性作为一种稳定的行为特质袁也
具有状态性的一面遥 因此袁可进行干预性试验袁并在
此基础上袁 进行状态心理坚韧性与特质心理坚韧性

情绪调节渊Emotion Regulation冤指个体用一定的
策略袁调节和改变自身情绪的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袁

的研究袁探索其区别与联系遥为个体心理坚韧性的开
发与培养提供思路遥

使情绪在主观感受尧表情行为尧生理反应等方面发生
一定的变化 [41]遥 认知重评与表情抑制就是两种常见

的情绪调节策略袁 认知重评指重新诠释情绪引发事
件的主观意义袁改变情绪反应袁从属于原 因调节袁通
常发生在情绪系统的输入环节

[42]

遥 表情抑制是指不

Horsburgh 等 以 219 对 成 年 的 单 卵 和 异 卵 双 胞

胎为研究对象 袁探究基因或环境因素对个体心理坚

韧性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个体心理坚韧性差异

断努力抑制情绪表达行为袁 并且被认为是一种较负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因素袁而 承诺

面的情绪调节策略袁它归属于反应调节的范畴袁发生

和控制维度多受后天环境影响遥 Clough 对高尧低两

于情绪系统已被激活的状态下

组运动员进行对研究发现袁高心理坚韧性 运动员左

[43]

遥

Mutz 和 Clough 研究发现袁高心理坚韧性水平的
运动员倾向 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自己的情绪袁

额叶的灰质体积更大 [44] 遥 大脑的左额叶通常与情景

评估尧自我监控尧战术抉择等认知功能相联系袁因此袁

使用表情抑制策略的频率较低遥 且情绪调节策略中

需将运动员认知特点纳入研究框架袁 更完整地把握

介心理坚韧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遥研究者认为袁情绪

心理坚韧性的模型结构遥 对心理坚韧性的神经机制

控制属于心理坚韧性野4C 模型冶核心维度之一袁该维

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袁 未来可采用功能性近红

度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方面遥 认知重评策
略倾向于问题导向型应对方式袁 而表情抑制则倾向

外 技 术 渊fNIRS冤尧事 件 相 关 电 位 技 术 渊ERP冤尧虚 拟 现
实渊VR冤等手段袁获取被试在现实情景下被试的生理

于回避导向型应对遥 Kaiseler 等人也发现袁在压力性

信息袁并将年龄尧地区尧压力源等信息综合纳入研究

情境下袁心理坚韧性与问题导向应对策略渊即减少或

范围袁 深入揭示心理坚韧性与运动行为的内在作用

消除压力因素冤相联系遥心理坚韧性高的运动员对个

机制遥

人环境可控感较强袁 认为自己能力改变和适应压力
情景遥这与认知重评策略作用机制相似遥但该研究尚
且处于起步阶段袁 之前有学者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研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探究心理坚韧性的积极效

究袁未来可将认知因素渊如院压力是否可控冤纳入研究

应袁 并将其视作积极心理学变量袁 但随着研究的深

范畴袁 也可进一步探究其他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坚

入袁其消极作用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遥 Levy 等以

韧性的关系袁 以期获得心理坚韧的运动员使用的情

70 名受伤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袁发现低心理坚韧性

绪管理策略遥

运动员临床康复效果优于高心理坚韧性运动员遥 这
是由于高心理坚韧性运动员拥有较高的痛苦忍耐
性袁 他们通常会低估伤病的后果袁 认为伤病不易复
发袁致使他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遵循医嘱袁影响康复

当前关于心理坚韧性的研究多采用横向研究的
方法袁探索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遥今后可采用纵向
研究的方法袁探索心理坚韧性的动态发展过程遥积极
将情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内袁 在个人与环境的交互
作用中袁研究心理坚韧性的特质与作用袁增加其生态
学效度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目前鲜有研究纵向解释认
知尧情感尧生活重大事件对个体心理坚韧性形成的影

的效果遥 因此袁队医在服务伤患时袁应针对个体不同
心理坚韧性特征袁制定不同的康复诊疗方案遥
Crust 以英国北部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袁探究心理
坚韧性与冒险行为相关关系袁 发现心理坚韧性显著

正向预测运动员身体风险态度 [45] 遥 因此袁根据不同项
目运动员涉及心理坚韧性的不同负面影响袁 对运动
员行为进行预测与控制袁减少运动损伤的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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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和Moorhouse 指出团体项目运动员心理坚
韧性较高的原因袁 即团体项目运动员拥有强大的集

体信念袁他们相信团体领导者和每个同伴的能力 [46]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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