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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32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hysical and no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of
Jianghan University are studi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a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mental indica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lligence level and action stability, reaction time, attention and so 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stability, reaction time, attention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lligence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veral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and the
intelligence level of sports major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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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江汉大学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的 32名同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问卷

调查、实验、心理测量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智力水平与与动作稳定性、反应时、注意力等几

项心理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旨在厘清智力与动作稳定性、反应时、注意力有密切的相关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智力与几项心理指标存在显著相关，体育专业学生的智力水平与这几项心

理指标的相关性更明显。

1. 前言

认知和情绪是人的两种重要的心理活动，认知是情绪重要的基础，情绪对认知也有一定的

影响。因此研究智力水平对大学生和心理学理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表明：运动员的智

力发展水平与文理科大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无显著性差异，体育训练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一

样，都对智力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那么智力同反应时、动作稳定性、注意力这几项经常使用

的心理指标有没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对江汉大学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共 32名学生进行了心理测试及实验研究，主要研

究大学生的心理指标中的反应时、动作稳定性、注意力与智力的相关关系。通过本次实验研究，

如果可以发现这几类心理指标间的相关关系，那么对运动心理理论研究及运动实践都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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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选取江汉大学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 2个类别的学生共计 32人，其中体育专业是由体育教

育专业大一、大四学生组成，每个年级男生女生各四名；非体育专业由公共管理系的 16名学

生组成。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由表 1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的学生

智力水平在非常优秀的范围且不存在差异（成人标准智力测量量表规定 IQ 分值在 120~140间
是智力非常优秀）。

表 1 本文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人数（n） 年龄（ x ） 智力分值（ x ）

体育专业 16 21.3 124.8

非体育专业 16 21.7 128.5

2.2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外运动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运动训练学等学科有关方面的纸质文献资料及电子

信息资源，进行选题、论证、研究设计及论文撰写。

2) 心理测量法

采用成人标准智力测量量表，对江汉大学 32名学生进行智力测试，发放 32份智力测量量

表，收回 31份。回收率 97%
3) 心理实验法

A 实验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科教仪器厂生产的 EP701C—注意力集中性测试仪，EP711—双手调节器，

EP206—反应时测试仪，计时器，秒表等。

B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为：首先对所有被试进行智力测试，测试时严格按照标准智力测试量表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进行测试动作稳定性、反应时、注意力的实验操作。进行实验操作前向

被试说明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做预备性实验直至被试熟悉实验全过程。进行实验操作前要

求被试处于安静状态下，心率在 70~80次/每分间，每组实验做三次取平均值，记录实验完成时

间及出错次数。实验全过程保证实验条件一致，避免外界干扰或环境影响。实验完成后记录原

始数据。

4) 数理统计法

主要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Kendall’s tau-b, Spearman系统作出相关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全体被试智力与各心理指标的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智力与动作稳定性呈显著负相关，智力同注意力集中性呈正相关，智力与

反应时呈负相关，（见表 2）。表明智力水平越高动作控制能力反而越底。智力水平高的学生

注意力会越专注，智力水平越高被试完成实验所需的时间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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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力(n=31)同三项心理指标(n=93)的相关关系

智力水平

r P

动作稳定性 -0.954 P＜0.05

注意力 0.725 P＜0.05

反应时 -0.809 P＜0.05

3.2 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学生智力与几项心理指标的相关性比较

研究发现，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间智力水平与三项心理指标的关系有显著差异。（见表

3）有研究表明参与锻炼人群的选择反应时要短于不锻炼的人群，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P＜
0.001）。在智力与动作稳定性相关性方面，体育专业生与非体育专业学生存在一定的差异。据

此认为体育专业的学生在运动训练的作用下各项运动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对肢体有较好的控

制能力，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体育专业的学生在智力与动作稳定性实验中才会表现出二者有

高度的相关，而非体育专业学生智力水平与动作稳定性显得差一些。其原因在于体育专业的学

生通过多方面的运动训练使动作灵敏素质、反应素质动作协调性等方面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

动作稳定性受到了智力与运动训练的双重影响。

研究结果还发现，体育专业学生与非体育专业学生智力与注意力集中性实验完成时间呈负

相关性也存在差异。由此可以发现智商越高，完成注意力集中性实验的所需时间越短；说明智

力水平高的学生对刺激物能快速作出反应，对刺激信号的专注程度很高反应非常灵敏，注意力

集中性水平能维持较长的时间；同时在体育运动训练的影响下，体育专业学生对肢体控制能力，

动作操作能力水平较一般人能力更高，在智育和体育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体育专业学生完成注意

力集中性实验的时间更短。体育专业学生智力水平高，完成注意力集中性实验的时间短，实验

结果表明智力与注意力有显著的相关性。比较智力与注意力间的结果可以发现智力水平的高低

对注意力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智商高的人自我控制力、注意力集中性更强。

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中，反应时常被用于注意力的评价。因为反应时与准备阶段的心理定向

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试注意力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发现了智力

因素与反应时、注意力二者的密切相关性。体育锻炼对反应时、注意力的训练能使这两项指标

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这一点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过验证，是勿庸质疑的。由于本实验表明智力

与注意力、动作稳定性的显著相关，所以在运动训练的作用下提高注意力、反应时的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对智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表 3 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几项心理指标相关性的比较(n=32)
智力与动作稳定性

r p
智力与注意力
r p

智力与反应时
r p

体育专业（n=16） -0.64 P＜0.05 -0.447P＞0.05 0.722 P＜0.05

非体育专业（n=16） -0.365 P＞0.05 0.239P＞0.05 0.853 P＜0.05

3.3 体育与非体育专业智力与实验出错次数比较

对比分析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学生实验出错次数（见表 4）可以发现非体育专业学生的

智力与三项实验出错次数显著相关，但是体育专业学生相关性相较而言不是那么明显。在体育

锻炼的作用下体育专业学生实验出错率要低与非体育专业学生，说明学生出错情况受到了体育

251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170



锻炼的影响。体育锻炼对智力有积极的影响。智力受到体育与智育双因素的作用。

通过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心理实验出错次数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动作

稳定性与智力高度相关，体育专业学生的动作稳定性水平明显高于非体育专业的学生，反应时、

注意力能力的高低与智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分析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智力与其他三项运动心理指标相关关系时发现：非体育专业学

生三项运动心理指标出错情况与智力的相关性要高与非体育专业的学生，可以认为由于锻炼的

影响使体育专业学生对肢体的控制能力更强，对思维的动作表达更为清晰明确。运动训练与智

力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与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有关的锻炼更能对智力有积极的影响。

表 4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学生各项指标对比一览表

智力与动作稳定性实验出错

次数
r p

智力与注意力脱靶次

数
r p

智力与反应时出错次

数
r p

体育专业 -0.959 P＜0.05 -0.388 P＞0.05 0.423 P＞0.05

非体育专业 0.615 P＜0.05 -0.524 P＜0.05 -0.091 P＜0.0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智力与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这三项运动生理指标存在显著相关。且体育专业学生的

相关性更为显著与。

4.2 建议

1) 学校需要加强体育活动内容，以此来促进智力和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等三项心理

能力的发展。

2) 文化知识和运动知识教育应“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提高智力水平。

一般情况下，教育部门主要通过文化学习的方法来提高学生智力水平。通过本文的研究发

现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与智力水平显著相关，利用运动训练提高智力水平此种方法往

往被忽视，现在研究证明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这三项心理指标可以提高智力水平，那

么体育锻炼作为一种提高学生智力水平的方法是可行的。通过体育锻炼，提高智力的同时舒缓

压力，是实行素质教育的可行方法。

3) 重视动作稳定性、注意力、反应时等三项心理指标的发展，以此来提高智力水平，促进情

商的发展。

智力与三项运动生理指标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作为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有意识的提高

知识能力水平，激活思维，开发智力同样能提高竞技技术水平，促进竞技能力的提升。学习的

同时不忘体育锻炼不但能对智力起到积极的影响，还能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能

力。让体力同智力共同发展，为成为高素质有能力的人才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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