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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男篮运动员的竞赛状态焦虑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以参加 2010 年全国某杯大学生篮球赛的

130 名大学男篮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CSAI-2)和自编基本人口学资料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①
大学男篮运动员认知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得分高于 CBA 运动员样本（P<0.05）；②不同场上位置的大学男篮运动

员认知状态焦虑得分、竞赛状态焦虑总分有差异（P<0.05）；③不同运动年限的大学男篮运动员各维度得分均有差异，

运动年限小于 5 年的大学男篮运动员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和总分均高于其他组， 状态自信心低于其他组

（P<0.01）；④不同场均上场时间的大学男篮运动员各维度得分均有差异，场均上场时间在 10-30 分钟的大学男篮运

动员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总分均高于其他组，场均上场时间小于 10 分钟的大学男篮运动员状态自信心

低于其他组（P<0.05）；⑤国家一级运动员焦虑水平低于国家二级运动员，状态自信心高于国家二级运动员（P<0.05）。
结论：运动员级别、运动年限、场均上场时间以及场上位置对大学男篮运动员赛前竞赛状态焦虑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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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of college men’s basketball
athletes. Methods： 130 college men’s basketball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2010 National basketball competi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Inventory-2 and self-organized Basic Demography Data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The scores of cognitive anxiety and self-confidence of college men’s basketball athle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ample of CBA (P<0.05). ②The scores of cognitive anxiety, the total scores of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in col-
lege men’s basketball athletes who played in different position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③There were statisti-
cal significance in every dimensionality among different time of years they played, and the scores of cognitive anxiety, so-
matic anxiety as well as the total of athletes who played shorter than 5 yea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scores of self-confidence was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1). ④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in every dimensionality among different mean playing time (MPT), the scores of cognitive anxiety, somatic anxiety as
well as the total of whose MPT within 10-30mi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scores of self-confi-
dence in whose MPT within 10mi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⑤The scores of anxiety in di-
mensionality of national secondary rate athlet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the national first rate athletes, but the scores of
self-confidence of national secondary rate athlete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first rate athletes (P<0.05). Conclu-
sion： Athletes level, the years they played, MPT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college men’s basketball athletes are related
with the pre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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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竞赛焦虑已逐渐成为运动心理学研究的

焦点[1]。 随着多维焦虑理论的发展，有关运动员竞赛

焦虑的研究也更加深入。Martens 等认为竞赛状态焦

虑（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是一种特 殊的由认知

和 躯 体 多 维 度 构 成 的状态 [2，3]，可以从认知状态焦

虑、 躯 体 状 态 焦 虑 和状态自信心三个维度来衡量。

Highlen 等和 Mahoney 等发现越 是 成 功 的运动员其

状态焦虑水平越低，状态自信心越高 [4，5]。 Martens 的

研究表明，运动项目、竞技水平、性别等因素都能影

响竞赛状态焦虑[2]。 而 Klavora、Sonstroem 等指出，赛

前 焦 虑 水 平 最 高 的 篮 球 运 动 员 运 动 成 绩 最 差 [6]。
Kleine 对 3589 名被试的 77 项关于焦虑与运动成绩

的效果量的元分析认为：在所有变量上，焦虑与运动

成绩都是负相关[6]。 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赛前、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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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情绪的变化及其调节， 最佳成绩的取得等都与

焦虑有关 [7]。 目前对国内大学男篮运动员竞赛焦虑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男篮运动员赛前竞

赛状态焦虑情况的调查，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教练

员和运动员调控赛前焦虑、 提高运动成绩以及心理

训练和咨询等提供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参加 2010 年全国某杯大学生篮球赛的 130 名

男篮运动员。 共获得有效问卷 114 份。 被试年龄在

16～24 岁之间，平均年龄 19.7 岁。 场上位置：后卫 46
人，占 40.4%；前锋 44 人，占 38.6%；中锋 24 人，占

21.0%。 场均上场时间：>30 分钟 58 人， 占 50.9%；
10～30 分 钟 40 人 ， 占 35.1%；<10 分 钟 16 人 ，占

14.0%。 运动年限在 2～13 年之间，平均 6.7 年。 运动

员级别：国家一级 34 人，占 29.8%，国家二级 80 人，
占 70.2%。
1.2 工具

采 用 运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Inventory-2)，由 Martons 等 人 编 制，中 国 常

模由祝蓓里修订。 该问卷共 27 道题目，有认知状态

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三个分量表，每个

量表 9 个问题[8]。
1.3 研究程序和统计方法

采用团体施测方式进行。 施测前与球队教练员

和队长进行沟通，取得队员的理解与支持，施测时以

球队为单位，赛前 1 小时统一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

使用 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男篮运动员与 CBA 样本比较

大学男篮运动员认知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得

分均高于中国男篮职业联赛（CBA）运动员样本（25
岁以下）[9]（P<0.05）。 见表 1。

表 1 大学男篮运动员与 CBA 球员 CSAI-2 评分比较（x±s）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2.2 不同运动特征大学男篮运动员评分比较

后卫的认知状态焦虑得分高于前锋和中锋；不

同场上位置的大学男篮运动员竞赛状态焦虑总分差

异显著（P<0.05），前锋低于后卫和中锋；不同运动年

限的大学男篮运动员各维度得分差异显著(P<0.01)，
运动年限小于 5 年的大学男篮运动 员认知状 态焦

虑、躯体状态焦虑和总分均高于其他两组，状态自信

心低于其他两组。 见表 2。
不同场均上场时间的大学男篮运动员各维度得

分差异显著（P<0.05），场均上场时间在 10-30 分钟

的大学男篮运动员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和

总分均高于其他两组。 国家一级运动员焦虑水平低

于国家二级运动员， 状态自信心高于国家二级运动

员。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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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场上位置和运动年限大学男篮运动员的 CSAI-2 评分（x±s）

表 3 不同场均上场时间、运动员级别大学男篮运动员的 CSAI-2 评分（x±s）

3 讨 论

Schachter 认为情绪是 个体对心理 唤起水平认

知评估的结果， 相似的唤起水平因认知的差异可能

有不同的情绪 [10]。 Jones 等人指出，不同运动员对相

同强度的运动竞赛焦虑的感知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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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影响运动成绩的好坏[11-14]。 运动员场上位置、
运动年限、 场均上场时间和运动员级别这些运动员

的自身特点都可能影响运动员 对焦虑的认 知和理

解，从而导致不同的焦虑程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男篮运动员认知状态焦

虑得分高于 CBA 运动员样本，说明大学男篮运动员

对自己能力的消极评价或对比赛结果的消极期望所

引起的焦虑较高，也说明其更加渴望获得胜利。大学

男篮运动员状态自信心得分高于 CBA 运动员样本，
这意味着大学男篮运动员在竞赛前对自己的表现所

抱有的能取得成功的信念更加强烈。 在躯体状态焦

虑维度上无差异。
有的研究者 [15]指出中锋表现出较高的赛前焦虑

水平， 而本研究发现后卫的认知焦虑得分和总分高

于前锋和中锋，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缺乏优

秀后卫的现实，现代篮球是“得后卫者得天下”的时

代，后卫是全队攻防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要及时洞察

比赛情势的变化并准确应对， 因此承受着更大的压

力，出现较高的认知焦虑，竞赛状态焦虑总分也反映

出这个现实。 本研究发现运动年限这个变量在各维

度均有差异， 可能是运动年限较长的运动员受到系

统化专业化的训练较长， 对篮球运动的理解较为深

刻，运动经验更为丰富，因此焦虑水平要低于运动年

限短的运动员。 上场时间代表一个运动员的表现和

能力， 本研究发现大学男篮运动员的焦虑水平与场

均上场时间呈反比。 运动员级别差异与焦虑水平的

关系得到国内外研究证实 [4，5，9，16-18]，级别高的运动员

本身的技战术能力已经得到权威认证， 他们更容易

获得较多的上场时间， 有机会得到更多关注和获得

更多成长空间，焦虑水平要低于低级别运动员，本研

究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
运动年限、 级别对运动员自信心的影响已得到

一些研究的证实[4，5，9，16，17，19]，本研究发现，场均上场时

间最多的大学男篮运动员其自信心最强， 可能是因

为上场时间跟运动员的表现和水平呈正比， 得到更

多的上场时间意味着自身的表现 和水平得到 了肯

定，进而强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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