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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对射击/射箭运动员和普通人焦虑状态进行横断面调查袁初步探索运
动员焦虑的原因袁为运动员减轻焦虑尧提高竞技水平提供参考依据遥 方法院选择运动
员和普通人各 52 名袁进行问卷调查和人体测量遥 结果院运动员的蛋白质摄入量尧便秘
发生率和焦虑水平均高于普通人袁膳食纤维摄入量低于普通人渊P＜ 0.05冤曰对运动员
的焦虑因素分析发现焦虑运动员吸烟和已戒烟的比例高于非焦虑运动员渊P＜ 0.05冤曰
对运动员及普通人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袁女性尧体重水平高
和排便频率低袁可预测较高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特质部分渊State-Trait Anxiety In鄄
ventory-Trait version袁STAI-T冤评分渊P＜ 0.05冤遥 结论院运动员和普通人焦虑的危险因
素可能为女性尧体重偏重和排便频率低袁而高膳食纤维摄入则可能是焦虑的保护因
素遥 建议院运动员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袁以改善便秘状况袁戒烟袁以改变不良生活方
式袁有助于运动员降低焦虑状态和提高竞技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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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athletes to reduce anxiety and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 level b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anxiety between shooters/archers and ordinary people
through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to preliminarily explores the causes of athletes' anxiety. The study
conduct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thropometry with 52 shooting/archery athletes and 52 ordinary people in Shanghai. The athletes consumed significantly (P<0.05) more dietary protein, higher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and higher anxiety levels, but less dietary fiber than the ordinary people. The smoking and
quit smoking of anxious athletes is 37.6%, which is higher than non-anxious athletes by 19.4% (P<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r athletes and ordinary people shows that high dietary fiber intake
could predict lower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version (STAI-T) scores, but female gender, high
weight level, and low bowel movements predicted higher STAI-T scores (P<0.05). Risk factors for anxiety in athletes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may are female gender, excess body weight, and infrequent bowel
movements, while high dietary fiber intake may b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anxiety. It suggests that athletes
increase the intake of dietary fiber to improve constipation, and quit smoking to change unhealthy
lifestyles, which will help athletes reduce anxiety and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 level.
athlete; anxiety;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version; dietary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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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现象在运动员中普遍存在袁是影响运动水平
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研究发现心理能力对技能的影
响占 80%袁可见心理因素在当今竞技体育比赛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1]遥有研究指出袁过高的焦虑水平导致

运动员注意力出现偏向袁过多关注消极情感袁自信心

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院N= 2渊Z琢+Z2 茁冤 滓
d
2

2

[15]

袁STAI-T

下降袁注意力狭窄袁认知资源分配效率降低袁最终导致

在专业运动队员和普通运动队员之间有意义袁

目中受焦虑情绪影响较大的项目遥 射击 / 射箭运动动

标 准 差 为 6.38袁 设 琢=0.05 渊 双 侧 冤袁 根 据 公 式 计 算 袁

运动绩效不佳 [2]遥 射击 / 射箭运动是众多竞技比赛项

作姿势单一袁训练及比赛时间长尧注意力要求高度集
中袁做到身心一致尧技术动作高度一致是运动员取得
优异成绩的重要保证遥 此外袁随着比赛规则的改变和

STAI-T 由 42.03 依5.72 上 升 至 46.61 依9.59袁P＜ 0.05袁
N=50 人袁为防止运动员中途退队袁共需运动员 52名遥

选取上海市射击 / 射箭一线尧二线男女运动员各
26 名袁 根据性别 1:1 招募 52 名普通人作为对照组遥

完善袁 运动员受到的外界干扰因素增多袁 要求射击 /

纳入标准院渊1冤年龄 13~33 岁曰渊2冤汉族曰渊3冤过去 6 个

运动员能否在比赛中发挥出最佳竞技状态袁取决于运

生菌者曰渊5冤对参加本课题研究知情同意遥 排除标准院

射箭运动员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去应对 [3-4]遥 射击 / 射箭
动员良好的生理机能袁也需要强大的心理遥
对于调节射击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袁 国内外经常
使用以下方法院心理训练尧放松训练尧注意力集中训
练尧正念训练尧冥想练习和瑜伽等袁放松 有助于缓解
运动员在比赛中引发的身体和心理疲劳袁 能够帮助

运动员更好地投入到比赛当中 [2,5-6] 遥目前的研究发现

月未使用过抗生素曰渊4冤自愿实验当天不喝酸奶和益
渊1冤年龄＜ 13 岁袁或＞ 33 岁 曰渊2冤过 去 3 个 月参 加过

其他临床试验者或者 6 个月内服用过抗生素曰渊3冤实
验当天喝 酸奶或益生菌者曰渊4冤 患有肠易激综 合征
者遥 经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院渊2020冤伦审渊002冤曰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
册号院ChiCTR200037962遥 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焦虑状态不仅与比赛压力与心理训练有关袁遗传尧生
活方式和日常膳食也会对焦虑状态产生影响 [7] 遥 有
研究表明袁健康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袁从而影

通过横断面问卷调查袁比较射击 / 射箭运动员和

响压力相关的失调尧抑郁和焦虑等症状 [8] 曰糟糕的饮

普通人尧焦虑运动员和非焦虑运动员焦虑的差异袁以

饮食质量显著较差 [9] 遥 不同的食物或营养素对焦虑

度尧家庭收入尧结婚史尧饮酒尧吸烟尧疾病史尧腹泻和便

食质量与抑郁和焦虑相关袁相比健康者袁抑郁患者的
也有不同的影响遥 有研究将 63 名健康年轻人随机分
配至每天食用 25 g 烘焙花生组尧32 g 花生酱组或由
32 g 花生油制成的黄油组渊不含多酚和膳食纤维冤干
预 6 个月袁与黄油组相比袁烘焙花生组干预后的焦虑
评分显著降低 [10] 遥 有研究表明摄入过量的高脂食物

会减少海马体积袁损害精神运动效率尧注意力和增加
焦虑 的易 感性 [11] 曰Gancheva 等 [12] 研 究 表 明 在 脂 溶 性
维生素中袁维生素 K2 可以通过调节血糖改善焦虑症
状曰Mesripour 等 [13] 的研究发现给小鼠腹腔 注射维生
素 B6 溶液渊100 mg/kg冤6 d袁同时口服氯米帕明袁可以

及可能的原因遥 问卷调查院一般情况袁如年龄尧文化程
秘情况等袁饮酒是指每周饮酒 3 次袁连续 6 个月以上曰
吸烟是指每天至少吸一支袁连续 6 个月以上曰腹泻是
指大便次数增多袁每天逸3 次袁大便性状改变曰便秘是
指符合下列 6 条其中的 2 条院渊1冤 每周排便臆3 次曰
渊2冤有排 便 疼 痛 和 费 力 史 曰渊3冤需 手 法 操 作 排 便 史 曰
渊4冤有 大 量 粪便 潴 留 史 曰渊5冤排 便 为 干 球 粪 或 硬 粪 曰
渊6冤不用泄剂很少出现稀便遥 人体测量院身高尧体重尧
BMI尧血压曰24 h 膳食回顾调查遥 焦虑量表调查院采用
GAD-7 [16]和 STAI-T [17]遥 根据 GAD-7 项评估表的焦虑
划分依据袁评分 0~6 分属于非焦虑袁逸7 分属于焦虑遥

显著减少埋珠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对小鼠产生的焦
虑行为曰 Sulakhiya 等 [14] 研究表明植物营养素厚朴酚

采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学分析遥 符

和脂多糖可以减少小鼠的焦虑抑郁样行为遥 膳食营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渊X依SD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

养素与焦虑的关系密切袁但对于膳食营养素尧健康生
活方式等与焦虑行为的关注国内仅有个别研究报
道袁而运动员焦虑与营养相关的研究则更少遥本研究
主要通过横断调查袁 比较运动员和普通人焦虑方面
差异袁探索运动员焦虑的原因袁以期给予运动员合理
膳食指导袁帮助其缓解焦虑袁提高竞技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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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间比较曰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M(Q1,Q4)]描述袁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曰计数
资料用例数渊百分率冤描述袁采用 字2 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遥 对焦虑运动员焦虑原因分析采用 字2 检验袁对于运
动员与普通人群焦虑原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

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遥 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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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纳入运动员和普通人均为 52 名袁男女各
26 名袁运动员年龄 13~33 岁袁平均年龄 19.2 岁袁普通
人 18~33 岁袁平均年龄 26.5 岁遥 普通人的文化程度

由表2 可知运动员每日蛋白质的平均摄入量为
157.7 g袁远 高 于 健 康 人 群 的 88.6 g曰 而 运 动 员 每 日
膳食纤维平均摄入量为 8.7g袁显著低于健康人群的

以本科及以 上 为主 渊占 59.6%冤袁运动 员 本科 及以 上

10.7 g渊P=0.02冤曰用 每 日 能 量 进 行 校 正 后 每 千 卡 能

渊P＜ 0.01冤遥 运 动 员 家 庭 月 均 收 入 ＞ 20 000 元 的 有

2 组每日能量尧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显著

员的腰臀比尧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显著低于普通男性袁

表 2 运动员和普通人膳食营养素摄入情况比较

仅 为 15.4% 袁 普 通 人 的 文 化 程 度 显 著 高 于 运 动 员

23.1%袁显著高于普通人的 7.6%渊P＜ 0.01冤遥 男运动

量的膳食纤维摄入水平袁仍然有显著差异渊P=0.03冤遥
性差异渊P＞ 0.05冤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1冤遥 运动员中约 25.0%的
人一周内发生过便秘袁显著高于普通人的 9.6%渊P=0.0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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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MI 尧饮 酒比 例尧吸烟 比 例和 一周 内 发生 腹泻 比
例袁2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1冤遥

表 1 运动员和普通人的人口经济学指标尧人体测量
指标和生活方式比较

比较项目
性别
/n渊%冤

项目划分

运动员

普通人

P

男

T 或 字2

26渊50%冤

26渊50%冤

0

1

26渊50%冤

26渊50%冤

女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31渊59.6%冤 10渊19.2%冤 24.49 ＜ 0.01

/n渊%冤

大专或高职

13渊25.0%冤 11渊21.2%冤

本科及以上

8渊15.4%冤

31渊59.6%冤

臆5000

1渊1.9%冤

11渊21.2%冤 13.74 ＜ 0.01

家庭月均
收入

5 001~10 000 16渊30.8%冤 20渊38.5%冤

/n渊%冤

10 001~20 000 23渊44.2%冤 17渊32.7%冤

体重 /kg

P
0.98

57.0依28.60

66.7依29.10

-1.71

0.09

88.6依32.70

02.35

0.02

碳水化合物 /g

273.0依95.80

267.6依84.70

00.30

0.76

膳食纤维 /g

8.7依3.800

10.7依5.600

-2.22

0.02

每千卡能量膳食
纤维 /渊g窑kcal-1冤

4.4依1.900

5.6依3.100 -2.253

0.03

由 表 3 可 知 袁 运 动 员 焦 虑 量 表 评 分 GAD7 和

STAI-T 得分均显著高于通人群遥

2渊3.8%冤

GAD7

逸30 000

7渊13.5%冤

2渊3.8%冤

STAI-T

男

72.3依10.6

70.0依17.3

女

57.3依12.2

61.3依9.0

0.58

0.57

-1.32

0.19

原0.36

0.18

-2.76 ＜ 0.01

0.85依0.04

0.88依0.06

女

0.81依0.04

0.82依0.05

收缩压

男

122.7依9.8

/mmHg

女

101.5依12.6
98.5依11.5

109.7依9.8

舒张压

男

58.2依14.0

80.4依7.8

/mmHg

女

61.5依11.1

74.9依11.7

饮酒 /n

是

原4.64 ＜ 0.01

6渊11.5%冤

3渊5.7%冤

1.09

0.29

渊%冤

否

46渊88.5%冤 49渊94.3%冤

吸烟 /n

是

13渊25.0%冤

3.15

0.07

渊%冤

否

39渊75.0%冤 46渊88.5%冤

一周内有无

是

13渊25.0%冤

便秘 /n渊%冤

否

39渊75.0%冤 47渊90.4%冤

一周内有无

是

13渊25.0%冤

腹泻 /n渊%冤

否

39渊75.0%冤 45渊86.5%冤

7渊13.5%冤

T
-0.29

157.7依40.90

5渊9.6%冤

5渊9.6%冤

普通人

蛋白质 /g

脂肪 /g

20 001~30 000

6渊11.5%冤

运动员

2 024.4依658.5 2 027.8依513.9

表 3 运动员与普通人焦虑状况的比较

男

腰臀比

营养素
能量 /kcal

原6.75 ＜ 0.01
原3.77 ＜ 0.01
原7.05 ＜ 0.01

运动员

普通人

T

P

5.15依3.65

3.75依2.89

-2.175

0.03

44.42依5.381 41.44依7.351

-2.361

0.02

由表 4 得知袁将运动员按照 GAD-7 得分分为焦

虑组和非焦虑组袁 对 2 组运动员进行 字2 检验发现袁
焦虑运动员吸烟和已戒烟的比例为 37.6%袁 远高于
非焦虑运动员的 19.4%渊P=0.03冤曰 焦虑运动员总体
文化程度高于非焦虑运动员渊P=0.01冤遥

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袁以 STAI-T 评分为因变
量袁以性别袁年龄袁是否为运动员袁体重袁吸烟袁饮酒袁

4.3

0.03

2.23

0.13

文化程度袁薪资水平袁排便频率袁便秘袁腹泻情况袁能
量尧蛋白质尧脂肪尧碳水化合物尧膳食纤维摄入量为自
变量袁逐步回归筛选变量袁进行多因素分析遥 最后进
入模型的变量有性别尧体重尧排便频率尧膳食 纤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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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遥 高膳食纤维摄入可预测较低的 STAI-T 评分遥
女性尧 体重偏重和排便频率低袁 可预测较高的
STAI-T 评分渊表 5冤遥

否为运动员未进入多重回归模型袁 也许是因为运动
员和普通人相对其他变量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袁这有待于扩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的研究遥
影响心理的因素有很多袁除了工作压力尧心理素

表 4 运动员焦虑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质外袁性别尧文化程度尧体重尧营养和生活方式等也与

心理状况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0-21]遥性别与焦虑的关系
焦虑影响因素

焦虑组

非焦虑组

渊n=16冤

渊n=36冤

字2

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遥 吴忠海 [22] 使用 Speilberger 状

P

态-特质焦虑量表对我国速滑运动员特质焦虑和状

是否

吸烟 /n渊%冤

吸烟

不吸烟 /n渊%冤

10渊62.5%冤 29渊80.6%冤

焦虑水平略高于女运动员遥 杨阿丽等 [23] 研究发现袁解

已戒烟 /n渊%冤

3渊18.8%冤

0渊0.0%冤

放军八一队冬季两项渊越野滑雪和射击冤女运动员射

文化

高中及以下 /n渊%冤

5渊31.3%冤

26渊72.2%冤 9.067 0.011

程度

大专或高职 /n渊%冤

击自我取向显著高于男运动员袁 这说明在性别上女

8渊50.0%冤

5渊13.9%冤

本科及以上 /n渊%冤

3渊18.8%冤

5渊13.9%冤

运动员较男运动员更加倾向于关注比赛结果及与他

3渊18.8%冤

7渊19.4%冤

7.234 0.027

态焦虑的研究发现院 男性运动员的状态焦虑与特质

人的比较袁 这种目标取向可能导致更多的比赛焦虑

表 5 运动员与非运动员 STAI-T 评分 的 多重 线性 回

发生遥 朱宝峰等 [24] 研究也显示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

归分析

的认知特质焦虑水平低于女运动员曰张 艳 辉 等

[25]

研

究同样发现乒乓球和网球项目女运动员平均焦虑水
平要显著高于男运动员渊P＜ 0.05冤遥 本研究与以上部
系数

标准误

T

P

分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袁焦虑水平女性显著高于男性遥

36.866

4.443

8.297

＜ 0.01

文化程度与焦虑的关系袁目前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袁

-

-

-

-

3.033

1.478

2.05

0.04

0.104

0.051

2.04

0.04

似乎对焦虑和抑郁有保护作用袁 而焦虑和抑郁会在

-

-

-

一生中积累遥 本研究发现焦虑运动员的文化程度明

两日 1 次

2.013

2.350

0.86

0.39

显 高于 非焦 虑 运 动 员渊P=0.01冤袁这 需 要 更 大 样 本 量

三日 1 次

5.014

2.523

1.99

0.04

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遥

-0.281

0.137

-2.05

0.04

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加剧焦虑情绪遥 比如饮

自变量
常数
男a

性别

女
体重
排便频率

膳食纤维摄入
碳水化合物摄入
能量摄入

每日 1 次

a

Nour 等 [26] 研究发现高血压尧女性和较 高的教育水平

与 焦 虑 相 关 曰Ingvar 等 [27] 研 究 发 现 较 高 的 教 育 水 平

-0.021

0.012

-1.75

0.08

酒袁 酒精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通常会导致行为缺

0.003

0.002

1.88

0.06

陷渊包括焦虑尧认知能力下降和运动 功能障碍冤和突

注院a 表示基准变量曰模型纳入标准 P=0.05袁排除标准 P=0.10遥

触功能受损遥 Spear [28]对青少年啮齿动物模型的研究
显示袁饮酒的后果包括认知灵活性下降尧行为低效以
及焦虑尧冲动和冒险精神的升高遥 再如吸烟袁加拿大

竞技体育发展至今袁赛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袁
运动员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状态都将受到巨大考验

[18]

遥

心理问题不仅影响运动员的成绩袁 而且对运动员的
正常生活尧学习也会产生影响袁甚至造成心理疾病 遥
[19]

射击 / 射箭运动中袁积极的情绪体验会提高持枪尧瞄
准靶心的机体稳定性袁 从而促进技术动作完成的质

学者对 155 人吸烟行为与 3 种主要焦虑症渊惊恐症尧
社交恐惧症和强迫症冤的关系进行研究袁发现吸烟行
为与 3 种主要焦虑症存在相关袁 其中吸烟行为与惊
恐症存在更紧密的关系袁 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患有更

高水平的广泛性焦虑尧主观苦恼和焦虑 [29] 遥 本研究发

现袁 运动员饮酒率和吸烟率分别为 11.5%和 25.0%

量曰 不良的情绪体验则可能导致肌肉僵硬尧 动作变

分别高于普通人 的 5.7%和 11.5%渊P=0.07冤袁提 示可

形尧注意力分散袁从而影响成绩遥 刘爱丽 对飞碟运

能运动员吸烟率更高遥进一步研究发现袁在控制文化

[2]

动员 采用 焦虑 自 评 问 卷 测 定 焦 虑 值 为 35.30 依7.20袁

程度后焦虑和非焦虑运动员间吸烟无显著性差异袁

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的焦虑自评 29.78依10.07渊P＜ 0.01冤遥

吸烟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袁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研

本研究通过 GAD7 项和 STAI-T 焦虑 量 表发 现运 动

究其相关性遥

员的焦虑情绪比普通人高袁 且 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陈家胜 [30]对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袁

计学意义渊P＜ 0.05冤遥 但是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袁是

肥胖者在体格焦虑因子分数尧心理症状因子分数均显

运
动
训
练
与
人
体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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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体重正常者遥 梁敏 [31] 对来自学校和社区的肥
胖患者和体重正常者比较发现袁 肥胖患者在焦虑自
评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显著高于体重正常
者曰关于肥胖和焦虑之间 的机制袁Chanan 等 [32] 发现袁
焦虑诱导的 miRNA 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剂袁可以诱导
以肥胖为核心的代谢综合征的相关过程遥 本研究发
现体重偏重可预测较高的 STAI-T 评分遥 而体重偏重
可能是偏食引起饮食结构不均衡所致遥 赵勇等

[33]

对

重庆市某中学初一尧初二 896 名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袁
是 否 偏 食 与 肥 胖 之 间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遥 2003 年

行为 [39] 遥 有益菌同样减少了大鼠的焦虑并降低了人

类受试者的心理压力 [40] 遥 高纤维饮食的儿童比通常

吃低纤维饮食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认知控制 渊例如
多任务处理尧工作记忆和保持注意力冤 [41] 遥 运动员除
了训练和比赛的压力以外袁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也可

能是其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因素之一遥 本研究发现运
动 员便 秘 发 生率 较 普通 人 更 高 渊P=0.03冤曰进 一 步 分

析发现运动员和普通人随着排便频率的降低 渊由每
天 1 次减少至每 3 天 1 次冤STAI-T 得分越高袁 越焦
虑渊P=0.04冤袁可能是便秘导致肠道菌群紊乱袁进而影

WHO/FAO野膳食尧营养与慢性病预防冶专家报告指出

响运动员的心理袁提示膳食纤维尧肠道菌群和焦虑可能

膳食纤维摄入量高可能是预防体重增加和肥胖令人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袁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遥

信服的证据

[34]

遥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人相比袁运动员的

偏食和饮食结构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袁 喜吃富含蛋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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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与
人
体
科
学

白质的肉类袁较少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类遥

运动员的焦虑状态明显高于普通人遥 运动员和

运动员普遍认为肉类富含营养且更加美味袁 而蔬菜

普通人焦虑的可能危险因素是院女性尧体重水 平高尧

和全谷类色味欠佳袁咀嚼消化更加费力袁所以造成偏

排便频率低袁 而高膳食纤维摄入则可能是焦虑的保

食遥另外袁目前运动队较多采取的是自助餐的供餐形

护因素遥 另外袁文化程度高的运动员更容易焦虑遥 所

式袁 这使得运动员不经意地过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

以袁要特别关注文化程度较高的运动员袁通过适当减

肉类袁导致运动员蛋白质的平均摄入 量渊157.7 g冤显

少蛋白质的摄入量以降低能量的摄入袁 增加膳食纤

著高于普通人渊88.6 g冤袁远超推荐摄入量遥 由于运动

维的摄入袁改善便秘状况袁减少吸 烟袁以期改善运动

员蔬菜和全谷类摄入不足导致膳食纤维平均摄入量

员焦虑状态袁提高竞技水平遥

仅为 8.7 g 明显低于普通人的 10.7 g袁更低于中国营养
学会制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 荐的 25~35 g/d袁
2 组按照每千卡能量膳食纤维摄入量仍有显著性差
异遥对运动员和普通人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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