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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功体验”属于心理范畴,它在体育教学中已被广泛应用并展现出较好的应用体验。实践证
明“成功体验”在篮球、排球、健美操、网球等教学活动中效果显著。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
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成功体验”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研究对象,旨在解析“成功体验”在体育教
学中的作用。
“成功体验”在促使积极情绪,增进身心健康；激发潜能,增强自信；调节心理,增强心理承
受能力；提升身体素质,增进智能等方面效果明显。“成功体验”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心理指标,它有利于
学生自信心的建立,是体育教学成功的关键,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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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ccessful experienc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sychology,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as shown good application experienc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successful experience has
obvious effect in basketball, volleyball, aerobics, tennis and other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observation and logic analysis, aiming at analyzing the role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hysical education.Successful experiences promote posi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imulate potential, enhance self-confidence; Adjust the psychology,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bearing capacity;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ffect is obvious.Successful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index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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