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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袁 而社会支持

是影响锻炼行为的重要相关因素遥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编制和检验锻炼社会支
持量表遥 通过结合现有研究文献和质性研究袁确立了初测量表袁并通过两轮定量研
究袁应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袁信度分析以及校标效度检验对该量表进行了标
准化的信效度检验遥 结果表明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由 4 个因子构成袁即情感性支持尧
信息性支持尧工具性支持尧同伴性支持袁共 24 个条目遥 统计分析显示袁量表具有良好
的结构效度尧内部一致性尧重测信度和校标效度遥 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符合我国文化
背景袁可以作为在中国人群中进行锻炼社会支持测量的工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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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exercis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facilitating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support, as a psychosocial correlate of exercise behavior,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Exercise. Grounded in ext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initial scale items were generated. Successivel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were examined via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criterion validity analysis. The newly developed 24-item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Exercise consists of four factors, named emotion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instrument support and

42

companion support, respectivel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s the scale possesses satisfactory internal
consistenc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The newly developed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Exercise conforms to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a and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measure the social support of exercise in China.
exercise; social suppor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带来诸多身心健康的收
益

[1-2]

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袁但在当 今社会袁

往受到他人袁特别是重要他人的影响袁锻炼行为也不
例外遥 社会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可调节的社会心理

缺乏锻炼的情况普遍存在袁 并已成为严重的大众健

指标袁在锻炼行为促进领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袁无论

康隐患遥 要有效地解决人们在锻炼方面知而不行的

是 国 内 [4-6] 还 是 国 外 [7-9] 的 大 量 研 究 都 发 现 社 会 支 持

问题袁关键在于寻找锻炼行为的相关因素袁尤其是可

和锻炼行为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尧相互促进的关系遥相

调节的社会心理因素袁 从而进行有的放矢的锻炼行

关锻炼和健康行为理论例如社会认知理论 [10] 和社会

为干预和促进 [3] 遥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袁 个体的行为往

生态模型 [11]等都将社会支持作为重要一环遥
就社会支持的测量工具而言袁 社会支持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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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研究的情境领域 和问 题 进行 专门 设计 [12] 袁

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对于锻炼行为的接纳和坚持是

支持测量工具袁缺乏针对性和准确性遥要准确研究包

以帮助人们更有针对性地应用社会支持促进其锻

而在我国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多数采用一般性社会
括社会支持在内的社会心理变量在锻炼行为预测和

改变中发挥的作用袁 前提是要能够准确地测量该社
会心理指标遥因此袁编制针对中国人群的锻炼社会支
持量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袁 也是目前亟待
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遥就目前现有的文献来看袁测
量锻炼社会支持的只有 Sallis 于 1987 年编制的锻炼
行为社会支持量表

[13]

遥 尽管该量表得到了一定的应

用袁但研究也发现袁该量表的朋友支持因子无法聚集

否产生不同的影响袁 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可
炼和健康水平遥 然而袁目前还没有根据该社会支持
的框架编制的体育锻炼领域的社会支持量表遥 因
此 袁有 必 要 重 新 审 视 锻 炼 社 会 支 持 的 架 构 袁并 结 合
我国人群的特点袁 设计并检验中文版锻炼社会支
持量表袁 从而为社会支持在锻炼与健康领域的研

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测量工具袁 并在锻炼和健康行
为干预中发挥作用 遥

到一个因子上 [14] 遥 因此袁该量表的结构效度存在一定

问题遥 另外袁该量表依据西方人群制定袁在量表形成
过程中的质性访谈结果分析尧 条目编制方面与我国
人群存在着文化差异遥 人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和
接纳都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袁 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
对于锻炼的认知袁以及交流尧鼓励的方式都与我国文

化存在较大差异 [12] 遥 因此袁与其对该量表进行汉化或

在国内外期刊数据库中以 野锻炼冶野身体活 动冶

野社会支持冶野量表编制冶野信效度检验冶 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袁对锻炼领域关于野社会支持冶的研究进行总
结袁为量表编制提供参考遥

者改良袁不如针对我国人群的锻炼实际情况袁基于量
表编制的标准化程序进行重新设计和检验遥 更为重

邀请成年被试者 20 名 渊年龄 18~41 岁冤 进行访

要的是袁Sallis 的锻炼行为社会支持量表主要是从社

谈袁访谈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尧锻炼现状以及

会支持的来源渊朋友支持袁家人支持冤进行了区分袁停

获得的锻炼支持情况遥 将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和分析袁

留于表象认识层面袁 缺乏对社会支持实质内容或者

并参考相关社会支持理论框架袁编制形成锻炼社会支

功能的全面探索和解释遥

持的初始条目池袁共计 41 项遥 将初始条目在 11 名大

按照社会支持的功能袁 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社

学生渊男性 6 名袁女性 5 名冤中进行预测试袁了解被试

会支持的概念因子框架袁将社会支持分为五种类型袁

者能否正确理解各条目所表达的意思袁并根据被试者

分别是工具性支持尧信息性支持尧情感性支持尧同伴

的反馈对题项语句进行修改袁使题项尽量简洁易懂遥

性支持和确认性支持

[15]

遥 具体而言袁工具性支持可以

理解为体育锻炼活动提供物质上的实际帮助袁 例如
提供运动器材和场地袁 开车接送去体育锻炼场所等

为了验证条目池的内容效度袁 邀请熟悉量表编

等曰 信息性支持则是指为体育锻炼参与提供信息上

制与检验的 3 名体育与健康研究专家提供反馈意

的帮助袁例如分享自身体育锻炼的经历和体验袁提供

见袁 评判语句是否符合社会支持的测量指向以及是

体育锻炼的受益和注意事项等具体知识曰 情感性支

否存在歧义尧内容重复等不合理之处袁并对语句的措

持是指为锻炼参与者提供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袁包

辞进行调整遥 根据专家意见袁删除了 6 道题项袁剩余

括对锻炼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表示肯

35 道题项遥 总体来说袁经过修订的条目池符合我国

定袁减少坚持体育锻炼而可能面对的负面情绪曰同伴

的文化和背景状况袁语句表达等易于接受和理解袁简

性支持是指陪伴体育锻炼者进行体育锻炼袁 以及帮

单明了遥

助制定体育锻炼的目标和计划等曰 确认性支持是指
来自他人的榜样作用袁 可以对体育锻炼者的锻炼参
与和坚持产生积极影响 [15] 遥

相对于从社会支持的来源区 分 社会 支持 袁从 社

会支持提供的功能视角提出的对社会支持的区分

本研究共发放两轮问卷袁 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
进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袁发放的问卷包括以下内容遥

渊1冤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问卷渊包括年龄尧性别

更为全面和深入袁 可以应用于对锻炼领域的社会

等信息冤遥

的实质内容袁 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明确地探索社

锻炼社会支持量表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渊从

支持的解析和测量遥 这种划分更能体现社会支持

渊2冤基于文献资料以及前期的质 性研 究编 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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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1= 非常不同意冶到野5= 非常同意冶冤袁测量被试者身

6 640.907 渊P＜ 0.001冤袁表 明 总 体 的 相 关 矩 阵 间 有 共

人指的是可以对被试者的锻炼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

对 35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袁在分析中提取公

人袁包括家人尧朋友等遥

因子并进行条目删除的原则是院渊1冤删除存在交叉载

边的重要他人提供的锻炼社会支持遥 这里的重要他

渊3冤身体活动调查问卷遥 被试者每周进行的中高

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用 叶身体活动调查问卷曳 进行测
量遥 该问卷曾在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被

使用袁 是针对人们中高强度体育锻炼状况的有效测
量工具遥

同因子存在袁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荷的条目袁 也即在两个以上的公共因子上载荷均大

于 0.4 的 条 目 曰渊2冤 每 个 因 子 包 含 题 项 不 得 少 于 3
个曰渊3冤因子载荷不得小于 0.4遥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袁结 合碎 石图 共 提
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 子 4 个遥 删除 35 道 题项 中 因
子载荷过低袁 以及存在交叉载荷等问题的题 项袁最

本研究应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包括以下遥

渊1冤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测 量 表进 行因 子

结构探索袁 并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修订量表的
结构效度遥

渊2冤计算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袁从而检验其内部

一致性信度遥

渊3冤通过相关分析检验锻炼社会 支 持量 表的 重

测信度以及与校标效度指标渊身体活动冤之间的关系遥

终剩余 24 个条目袁平均分布在 4 个公共因子 上 袁总
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59%遥 根据各条目的语义进行
因子命名袁因子 1 主要涉及被试者在情感和情 绪方

面 所 得 到 的 鼓 励 和 安 慰 性 支 持 袁可 命 名 为 野情 感 性
支持冶曰 因子 2 各条目反映的是被试者 得 到的 有关

锻 炼 场 所 信 息 尧锻 炼 相 关 知 识 方 面 的 支 持 袁可 命 名
为野信息性支持冶曰因子 3 涉及社 会支持提供者在锻

炼计划和目标的设定和 监督尧场所安排的操作层面
所提供的具体支持袁可命名为野工具性支持冶曰因子 4
的各条目为被试者所得到的共同锻炼等方面的陪
伴性支持袁可命名为野同伴性支持冶遥 所有因子的分
值范 围为 6 到 30 分袁 总的分值范围为 24 分到 120

本研究的量表发放共进行两轮遥 第一轮问卷数
据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遥此外袁在第一轮问卷发放测

分遥 总量表和 因子的分数越高袁表明感受到的社会
支持度越高遥

试过程中随机选取了 45 名被试者袁间隔两周发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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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卷袁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遥第二轮
问卷数据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校标效度检验遥 为
了激发被试者认真如实填写量表的动机袁 随机抽取
10 人 各 给 予 30 元 奖 励 遥 所 有 的 数 据 均 录 入 到
SPSS22.0 统计软件中进行统计分析遥

本研究使用 Lisrel8.8 软件袁 对第二轮自编锻炼
社会支持量表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袁 采用了
最 大 似 然 法 渊Maximum Likelihood袁ML冤进 行 协 方 差
结构分析遥 模型通过卡方检验尧 标准拟合指数

第一轮共回收 459 份问卷袁剔除无效问卷 81 份

渊NFI冤尧 非 标 准 拟 合 指 数 渊NNFI冤尧 比 较 拟 合 指 数

一定 规律 性的 问 卷冤袁有 效问 卷 378 份[被 试 者 年 龄

差 渊SRMR冤 评 定 数 据 的 整 体 拟 和 度 遥 NFI尧NNFI 和

渊剔除标准为漏填题项超过 5 题以上袁以及答题呈现

为渊25.13依6.63冤岁袁女性占 43.9%]遥 第二轮共回收问

卷 509 份袁剔除无效问卷 90 份 渊剔除 标准 同 前述 冤袁
有效问卷 419 份[被试者年龄为渊33.56依10.67冤岁袁女
性占 55.6%]遥
应用项目分析评估每个测量项目的特征遥 结果
显示所有条目的偏度和峰度绝对值远小于 2袁 量表
条目的回答数据分布满足正态分布假设遥 条目的标
准差最小为 1.32袁表明条目具有较好的鉴别度遥

渊CFI冤尧近 似 平 方 根 误 差 渊RMSEA冤及 标 准 平 方 根 残

CFI 的值如超过 0.90 和 0.95袁 分别表明其具有可接

受的和极好的模型拟合度曰RMSEA 的值不超过 0.06
和 0.08袁 分别代表了极好的和合理的模型 拟合 度曰
SRMR 小于 0.08 表明模型的拟合度适宜袁小于 0.06
表示模型拟合度极佳 [16] 遥 锻炼社会支持量表各条目

在相应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范围为 0.50～ 0.85 渊具

体 载 荷 值 见 表 1冤袁 模 型 对 数 据 拟 合 情 况 具 体 为 院
字2/df =3.286 渊P ＜ 0.001冤袁NFI=0.938袁NNFI=0.943袁

CFI=0.949袁RMSEA=0.078袁SRMR=0.086遥 除了 SRMR
略高外袁其他的检验模型拟合度的指标袁均达到了较

首 先 对 数 据 进 行 KMO 和 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遥

KMO 值为 0.944袁 大于 0.90曰Bartlett 球形检 验值 为

好的标准袁 说明本研究编制的量表的结构是可以接
受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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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题干

探索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

情感性

信息性

工具性

同伴性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情感性

01

对我积极参与锻炼给予肯定

0.72

0.74

支持

02

在我锻炼产生消极情绪时给予安慰

0.68

0.77

03

对我锻炼取得的进步给予积极评价

0.67

0.72

04

在我锻炼受伤后安慰我

0.67

0.61

05

肯定我通过锻炼取得的健身效果

0.61

0.75

06

肯定我掌握或者提高了运动锻炼技能

0.53

信息性

07

告诉我锻炼场所的开放时间

0.75

0.56

支持

08

告诉我锻炼时的注意事项渊如安全事宜尧及时补水等冤

0.71

0.55

09

告诉我锻炼场所的收费情况

0.68

0.85

10

告诉我获得运动器材或装备的途径

0.66

0.83

11

给我提供锻炼的相关资料渊如视频尧书籍等冤

0.60

0.79

12

告诉我如何找到锻炼场所

0.56

工具性

13

帮助我制定锻炼目标

0.65

0.65

支持

14

给我安排锻炼的场所

0.62

0.83

15

帮助我预约锻炼场地

0.61

0.84

16

帮助我制定锻炼计划

0.61

0.83

17

监督我的锻炼目标的达成

0.58

0.79

18

给我提供锻炼的装备或器材

0.50

0.69

同伴性

19

陪伴我一起锻炼

0.67

0.64

支持

20

亲自给我提供锻炼技术上的指导

0.63

0.50

21

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和我一起锻炼

0.63

0.72

22

在我锻炼受伤后提供帮助渊如包扎尧买药等冤

0.62

0.73

23

介绍积极参加锻炼的人和我一起锻炼

0.60

0.67

24

在我锻炼完后帮助我放松渊如按摩等冤

0.50

0.62

所编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内部一致性和重测

0.58

0.59

为了检验锻炼社会支持量表对锻炼行为的解释

信度两个指标遥 量表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力袁 本研究采用被试者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量作为校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渊 克 隆 巴 赫 系 数 =0 .75~0 . 94 冤 和 重 测

示遥数据结果表明袁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的总分以及各

数据结果表明袁总量表和各因子均具有较好的内

信 度 渊r=0.74~0.89 袁P ＜ 0 .01 冤袁 符 合 测 量 学 的 标 准
要求遥

表 2 信度分析结果

标效度指标袁对编制的量表进行检验袁结果如表 3 所
因子和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水平之间正相关袁 具有
统计学意义渊r=0.20～ 0.28袁P＜ 0.05冤袁且相关程度较
为一致袁 说明锻炼社会支持以及其各个维度与身体
活动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接近的正相关关系遥
表 3 锻炼社会支持与校标效度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

克隆巴赫系数

两周重测信度

总量表

0.94

0.85**

情感性支持因子

0.86

0.86**

信息性支持因子

0.81

0.83**

工具性支持因子

0.81

0.74**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同伴性支持因子

0.75

0.89**

注院* 表示 P ＜ 0.05

注院 ** 表示 P ＜ 0.01

情感性 信息性 工具性 同伴性 总量表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得分

0.23*

0.20*

0.21*

0.2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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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冤袁同伴性支持渊陪同锻炼等方面的支持冤遥 这与前
社会支持被认为与幸福感之间存在 正相 关 袁而

与抑郁等负面的心理情绪存在负相关 [6] 遥 在包括锻

炼行为在内的健康行为促进领域袁 社会支持是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心理变量 [17] 遥 例如袁社会支持是
对吸烟 [18-19] 以及其他健康行为调整 [20-21] 有着重要影响

的决定性子袁在锻炼这一健康行为领域也不例外遥有
学者指出袁 锻炼尧 体力活动与社会支持存在互相联
系尧互为来源的重要关系遥 一方面锻炼对于很多人具
有挑战性袁在克服时间尧疾病尧懒惰等诸多障碍坚持锻
炼的过程中袁社会支持可以发挥重要的激励和帮助作

认性支持遥确认性支持是来自他人的榜样作用袁是指
与本人经历尧 想法等比较一致的人如果能够坚持体
育锻炼袁 会对本人的锻炼参与和坚持产生极大的影

响 [15]遥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袁前期编制的初始量表的
条目池虽然对此维度有所涉及袁 但探索性因素分析

的 结果并不支持将这类条目独立成为 一个维度袁另
外袁同伴性支持因素中的部分条目包含确认性支持的
语义袁例如野介绍积极参加锻炼的人和我一起锻炼冶遥
因此袁 本研究得出的量表总体理论结构是合理的袁并

用 [22]曰而另一方面袁共同参与锻炼为社会支持的产生

为实证数据所支持遥 此外袁所有因子均具有很高的内

供了机会 [23]袁而且闲暇时间的锻炼中所产生的社会支

为了检验本研究量表是否准确测量目标概念袁本

持可以带来缓解压力等良好的心理效益 [2]遥 值得一提

研究选取了锻炼行为作为校标对量表进行校标效度

的是袁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健康教育尧认知策略等途径

检验遥 研究结果发现袁量表的总分以及因子得分与中

施加影响袁从而调整和促进人们的健康行为袁因此社

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袁具有统计

会支持在锻炼行为促进领域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遥

学意义遥 具体而言袁量表各个因子与身体活动之间的

西方多项研究均发现社会支持与锻炼行为有着密切

相关程度均较为接近袁这提示研究者在促进锻炼行为

的联系

遥 国内也有不少研究都讨论了社会支持与锻

时袁 应该全面重视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所发挥的作

跑者中社会支持和锻炼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 遥 陈作

了中等强度以上的身体活动信息袁将来的研究可以对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袁也为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提

[7-9]

炼行为之间的关系袁例如祝大鹏等发现在业余马拉松
[4]

松等也发现袁在中学生群体中袁社会支持是预测其锻

炼行为的重要指标遥 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主观规范尧
行为控制感尧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向袁进而影响锻炼

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袁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遥

用遥 当然袁本研究所采用的身体活动测量工具只提供
身体活动进行更为全面的测量渊如包括低强度身体活
动冤袁以及应用加速度计等更为准确的测量工具 [25]遥

今后的研究方向院渊1冤对本研究得到的测量工具

行为袁亦可通过行为控制感直接影响锻炼行为 遥 然

在不同年龄人群中进行进一步验证曰渊2冤在大样本研

而袁目前我国关于锻炼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仍然采用

究的基础上袁建立锻炼社会支持量表在不同年龄尧性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等一般性社会支持量表测量锻炼

别中的常模曰渊3冤进一步探索社会支持对锻炼行为的

社会支持袁缺乏针对性和准确性遥 相对于用一般性社

作用袁 例如除了检验社会支持对锻炼行为的直接影

会支持量表测量锻炼社会支持袁使用针对锻炼特定情

响外袁 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或

境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对于锻炼行为的指向性更强袁

者调节变量间接影响锻炼行为遥 在对锻炼情境下的

对于锻炼行为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遥

社会支持进行准确测量的基础之上袁 以上研究对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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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提出的理论构架是基本 相 符的 [15] 袁只 缺少 了 确

本研究量表基于四因子二阶模型袁 测量了锻炼

锻炼和健康促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遥

情境中的社会支持遥 本研究量表是在参考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袁通过质性访谈并综合专家意见袁结合
我国人群锻炼的实际情况而编制遥总体来说袁量表符

第一袁 社会支持是影响人们体育锻炼行为的重

合我国的文化背景袁语句表达易于理解遥 另外袁经过

要相关因素袁 有必要根据锻炼情境的特点编制有针

两轮标准化的信效度检验袁 发现量表达到了良好的

对性和应用性的锻炼社会支持量表遥第二袁本研究编

心理测量学标准遥 具体而言袁该量表的 24 个条目分

制的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经过了严格的编制和检验程

布在 4 个一阶因子上袁 而这些因子很好地聚合为一

序袁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袁符合我国 文化背景袁可

个二阶因子袁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曰本量表

以作为锻炼社会支持测量的有效工具袁 并在锻炼和

的锻炼社会支持包括了四类社会支持袁 即情感性支

健康行为干预中发挥作用遥第三袁今后的研究可以进

持渊情感方面的鼓励与安慰冤袁信息性支持渊锻炼场所
信息尧锻炼相关知识冤袁工具性支持渊锻炼计划和目标
的设定尧监督袁场所安排的操作层面所提供的具体支

一步检验本量表在不同人群中的信效度袁 并建立常
模袁 深入探索社会支持在预测和影响锻炼行为中所
发挥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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