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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学业能力的影响ꎬ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提供新的视角ꎮ 方法

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ꎬ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ꎬＥＢＳＣＯꎬ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ＰｕｂＭｅｄ 等 ５ 个数据库中检索国内外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发表的有关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ꎬ中文检索词中

的体力活动检索词包括“体力活动”“运动”“锻炼”ꎻ学业能力检索词包括“学业能力”“学业成就”“学习成绩” “学习表现”
“学术成就”“认知功能”ꎮ 英文检索词中的体力活动检索词包括“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ｆｉｔｎｅｓｓ”ꎻ
学业能力检索词包括“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ꎮ 体力

活动、学业能力的检索词之间用“ｏｒ”连接ꎬ体力活动与学业能力之间的检索词用“ ａｎｄ”连接ꎮ 提取关键资料ꎬ进行质量评

价ꎬ报告研究方法、结果及结论ꎮ 结果　 共纳入文献 ２４ 篇ꎬ文献类型包括系统综述(系统评价、Ｍｅｔａ 分析)、纵向研究、随机

对照实验和相关性研究ꎬ证据水平在 １ａ~ ２ｃ 之间ꎮ 从纵向研究以及相关性实验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ꎬ体力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学业能力ꎮ 结论　 儿童青少年个体当前的体力活动水平可以促进学业能力的提高ꎬ体力活动

可作为一个有效的战略目标ꎬ从而提高学业能力ꎮ 尽管现阶段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影响的证据不够强ꎬ但积极开展更多的

高质量研究对探究其关系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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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１９９０ 年在联合国开发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ꎬＨＤＩ)”中ꎬ就将健康和教育

作为了重要组成部分[１] ꎮ １９９７ 年ꎬ我国国务院颁布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ꎬ强调加强全民体力活动ꎬ但如

今儿童青少年群体缺乏体育锻炼仍然是一个严峻的

问题ꎬ家长和学校过度重视学生学习情况而忽略了体

力活动状况[２] ꎮ 近年来有证据表明ꎬ体力活动与学业

能力之间并不矛盾ꎬ甚至还有促进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６３ 届美国运动医学学会(ＡＣＳＭ)中的一篇报道明确提

出ꎬ体力活动对于提高认知功能及学业能力的研究是

有前途性、可发展的ꎬ即体力活动与学业能力之间存

在积极的相关关系[３] ꎮ
学业能力是在学习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ꎬ 是

学生独立获取信息、加工和利用信息、分析和解决实

８０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２



际问题的一种个性特征ꎮ ＡＣＳＭ 指出ꎬ学业能力是指

学生、教师或教育机构所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ꎬ一般

通过考试或连续性的评价评估学业能力[３] ꎮ 张旭东

等[４]在全国 １０ 个省市进行“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
的调查指出ꎬ为提高学业能力ꎬ“００ 后”的学业负担加

重ꎬ在校时间延长ꎬ同时家庭作业时间严重超标ꎬ上课

外班时间显著增加ꎬ睡眠时间愈加不足ꎮ 长此以往ꎬ
会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ꎬ因此寻找促

进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提高更有效的途径是不容忽

视的ꎮ
西方发达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就开始了通过

体力活动干预促进学业能力的研究ꎬ直至 ２０００ 年前后

初步论证了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有积极

的作用ꎻ２１ 世纪之后ꎬ在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理论和研

究方法的影响下ꎬ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影

响的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２] ꎮ 但就我国而言ꎬ体力活

动促进学业能力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ꎮ 本研究检

索国内外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表的有

关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的相关文献ꎬ
通过系统评价的方式ꎬ对现有的证据进行总结评价ꎬ
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探究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

能力的影响ꎬ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学校教育提

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所有文献均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ＥＢ￣
ＳＣＯ、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Ｍｅｄ (作为

补充文献库)上进行检索ꎮ 中文检索词中的体力活动

检索词包括“体力活动” “运动” “锻炼”ꎻ学业能力检

索词包括“学业能力” “学业成就” “学习成绩” “学习

表现”“学术成就”“认知功能”ꎮ 英文检索词中的体力

活动检索词包括“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ｉｔｎｅｓｓ”ꎻ学业能力检索词包括“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ｇｒａｄ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ꎮ 体力活动、学业能

力的检索词之间用“ｏｒ”连接ꎬ体力活动与学业能力之

间的检索词用“ ａｎｄ” 连接ꎮ 在数据库中初步检索出

９７３ 篇文献ꎮ 通过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进行重复文献筛查以

及排除不相关文献ꎬ剩余 １２５ 篇ꎬ同时补充 ＰｕｂＭｅｄ 中

的 ３２ 篇文献ꎮ 对无法获取全文以及非中英文文献进

行筛查后阅读剩余文献摘要ꎬ剩余 ８３ 篇ꎮ 对剩余逐篇

阅读原文ꎬ按照纳入、排除标准一一核对ꎬ最终有 ２４ 文

献被纳入进行系统评价ꎮ
纳入的 ２４ 篇文献发表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其中 ５ 篇系统综述和 Ｍｅｔａ 分

析ꎬ５ 篇 ＲＣＴ 实验ꎬ３ 篇纵向追踪ꎬ其余为相关性研究ꎮ
１.２　 方法　 文献纳入标准:(１)文献研究类型包括系

统综述(系统评价、Ｍｅｔａ 分析)、纵向研究、随机对照实

验和相关性研究ꎻ(２)文献为体力活动和至少 １ 项与

学业能力相关结果的关系的研究ꎬ自变量 “体力活

动”ꎬ因变量“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ꎻ(３)研究对象为

儿童青少年(５ ~ １８ 岁)ꎻ(４)不需要关注特殊人群(如

超重儿童、注意力缺陷儿童等)ꎮ
文献排除标准:(１)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重复的ꎬ

或中、英文内容重复的文献ꎬ选择质量较高者ꎻ(２)发

表的文献仅有摘要ꎬ与作者联系后仍无法获取全文的

文献ꎮ 由 ２ 位研究人员对所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资料

的提取ꎬ提取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献第一作者及实验所

在国家、发表年份、研究设计类型、受试人群年龄段、
干预类型、体力活动测量方式、学业能力相关测量方

法、文献数理统计结果ꎮ 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 Ｏｘ￣
ｆｏ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制定的证据水

平标准对本文纳入的系统综述、纵向(队列)研究以及

相关性研究进行证据水平判定ꎬ推荐等级越高( Ａ 为

最高)、证据水平越低(１ 为最低)ꎬ证明该研究的设计

方案质量越高、偏倚程度越低[５] 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　 依据牛津中心的循

证医学证据水平指南[５] 对纳入本研究的所有文献进

行证据水平的判定(共有 ＡꎬＢꎬＣꎬＤ ４ 个推荐级别ꎬ每
个级别下不同的证据水平用数字 １ꎬ２ꎬ３ 和小写字母

ａꎬｂꎬｃ 相结合表示)ꎬ其中 １ａ 的有 ４ 篇ꎬ１ｂ 的有 ５ 篇ꎬ
２ａ 的有 １ 篇ꎬ２ｂ 的有 ３ 篇ꎬ２ｃ 的有 １１ 篇ꎬ无 Ｃ 和 Ｄ 等

级的研究ꎮ
２.２　 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的影响　 在本次研究所纳

入的 ５ 篇系统评价中ꎬ共纳入了 ２０１ 篇文献(包含重

复文献)ꎬ４ 篇系统综述明确提出体力活动对于提高儿

童青少年学业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ꎬ同时也提出体力

活动可促进认知功能的发展进而提高儿童青少年学

业能力ꎻ１ 篇系统综述未给出明确结论ꎮ 见表 １ꎮ
在 ５ 篇 ＲＣＴ 研究中ꎬＪａｋｏｂ 等[１３] 提出体力活动对

于学业能力无影响ꎬ其余 ４ 篇均认为有一定积极的影

响ꎮ ５ 篇随机对照实验的干预时间为 ５ 周 ~ ７ 个月ꎬ研
究对象年龄为 ７ ~ １４ 岁ꎬ干预方式主要采取以课堂为

基础的体力活动干预以及增加课后体力活动时间ꎮ
对于学业能力的评价ꎬ 各国教育体制不同ꎬ Ｇｅｉｒꎬ
ＭｉｋｋｅｌꎬＪａｋｏｂ 等[１１－１３] 采取的其所在国家的标准化测

试ꎬＭａｒｉｊｋｅ 等[１４]采取的则为任务专注度ꎬＡｒｄｏｙ 等[１５]

采取的为研究对象所在学校的数学和语言成绩ꎮ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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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ꎮ

表 １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的系统评价分析

第一作者 年份 数据来源及结果 主要结果或结论

Ａｍａｎｄａ[６] ２０１７ ＰｕｂＭｅｄ、ＥＲＩＣ、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ｃｕｓ、ＰｓｙｃＩＮＦＯ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有 ２９ 篇文献符合标准纳入系统综述ꎬ其中

１６ 篇同时被用来做 Ｍｅｔａ 分析

以课堂为基础的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

王积福[７] ２０１６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

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ＰｓｙｃＩＮＦＯ、 Ｐｓｙｃ￣
ＮＥＴ、 ＰｕｂＭ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ｃｕｓ、 ＥＢＳＣＯ 等ꎬ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共采用 ２４ 篇文献纳入元分

析

身体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有中等程度的促进作用ꎬ平均

效果量为 ０.４４ꎬ置信区间(０.３１ꎬ０.５７)ꎻ不同身体活动类型与不

同年龄群体在身体活动和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二者之间具有

调节作用ꎻ高低效果量研究之间比较表明ꎬ儿童青少年每次参

加体力活动的时间为 ６０ ｍｉｎ 时ꎬ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

Ｃｅｌｉａ[８] ２０１６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ＥＭＢＡＳ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ｉｌ、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ｒｉｃ、ＰｓｙｃｈＩＮＦＯꎬ共采用 ２９ 篇文献

未给出明确结论

李凌姝[９] ２０１６ 中国知网、中国博硕论文数据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ＢＳＣＯ ＳＯＯＲＴ Ｄｉｓｃｕｓ 等检索获取文献 １１０ 篇

国外相关调查及实验研究较为丰富ꎬ但大部分研究多为单对单

的直线研究ꎬ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ꎬ并且研究的科学性

及理论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Ｅｅｒｏ[１０] ２０１２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ｉｌ、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Ｅｒｉｃ、 ＣＩ￣
ＮＡＨＬ、ＰｓｙｃｈＩＮＦＯ 和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６６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共有 ９ 篇文献纳入分析

体力活动可能有利于认知功能的发展从而与学习相关进而提

高学业能力

表 ２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的 ＲＣＴｓ 分析

第一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 对照组 干预组 干预时间
学业成就

测量方法
研究结果或结论

Ｇｅｉｒ[１１] ２０１６ 五年级学生

１ １２９名
未施加任

何干预

每周 ９０ ｍｉｎ 的体力活动课

程 ( 主 要 在 学 校 操 场 进

行)ꎬ 在课间每天 进 行 ５
ｍｉｎ 的体力活动ꎬ 每天 １０
ｍｉｎ 的体力活动家庭作业

７ 个月 标准化测

试

与对照组学生相比ꎬ干预组对数学成绩较差的孩

子显示出了良好的干预效果ꎮ 实验并不能支持

所有的儿童增加体力活动可以提高学业能力ꎬ然
而ꎬ将体力活动与课程相结合ꎬ是一个很好的模

式去促进学习较差学生的学业能力提高

Ｍｉｋｋｅｌ[１２] ２０１６ (７.５０±０.０２)
岁 人 群 １６５
名

不施加任

何干预

干预组分为小肌肉运动数

学组(ＦＭＭ)和大肌肉运动

数学组( ＧＭＭ)ꎬ所有肌肉

运动均与数学课程相结合

６ 周 标准化数

学测试

动作丰富的学习活动可以提高数学成绩

Ｊａｋｏｂ[１３] ２０１６ １２.９ 岁人群

６３２ 名

不施加任

何干预

以课堂为基础的干预ꎬ课后

作业方式干预ꎬ上下学交通

方式干预ꎬ周末参加体力活

动课程干预

２０ 周 标准化数

学测试

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 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出为期 ２０ 周的以学

校为基础的全方位的体力活动干预可以提高学

生的数学成绩

Ｍａｒｉｊｋｅ[１４] ２０１５ ８. ２ 岁 人 群

８１ 名

不施加任

何干预

课堂内体力活动干预 ２２ 周 任务专注

度

体力活动活跃的课程可能会对儿童的任务专注

度有一定的提高ꎬ从而提高学业能力

Ａｒｄｏｙ[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２ ~ １４ 岁人

群 ６７ 名

不施加任

何干预

实验组 １ 每周 ４ 节体育课ꎬ
实验组 ２ 每周 ４ 节高强度

的体育课

５ 个月 数学和语

言成绩

体育课时间的增加可以对认知功能以及学业能

力带来益处ꎬ同时体育课的强度可能会对学生的

学业能力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 ３ 篇纵向追踪实验中ꎬ作者同样支持了体力活

动可以提高学生学业能力的观点ꎬ同时 Ｂｏｏｔｈ 等[１７] 指

出ꎬ儿童青少年当前的体力活动水平会预测其之后的

学业能力水平ꎮ 在纵向追踪实验中ꎬ研究对象年龄为

６ ~ １６ 岁ꎬ研究对象数量为 ７２ ~ ４ ７５５ 名ꎮ 见表 ３ꎮ
在 １１ 篇相关性研究中ꎬ８ 篇研究表明体力活动对

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有积极的影响ꎬ 同时ꎬ Ｄａｎｉｌｏ

等[２４]指出体力活动的强度、频率对学业能力会造成不

同的影响ꎻ有研究也提出性别会对学业能力造成不同

的影响[２９] ꎮ 在纳入的相关性研究中ꎬ体力活动的测量

方法包括心率表、加速度计、问卷、单项运动测试成绩

等ꎻ学业能力的评价方法包括标准化测试成绩ꎬ所在

学校单科测试成绩ꎬ问卷、教师汇报的学业能力表现

等ꎮ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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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的纵向研究分析

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 体力活动测量方法
学业成就

测量方法
研究结果或结论

Ｅｅｒｏ[１６] ２０１４ ６ ~ ８ 岁人群

１８６ 名

问卷调查 标准化测试 总体力活动、较为活跃的通勤方式以及静坐时间与学业

能力相关ꎬ对男生的阅读技能有好处ꎻ然而对于女生来

说ꎬ高体力活动可能会导致较差的数学成绩

Ｂｏｏｔｈ[１７] ２０１３ １１ ~ １６ 岁人

群 ４ ７５５ 名

加速度计 数学英语和

科学成绩

在控制了总体力活动量ꎬ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ＶＰＡ)可

以预测英语表现的提高ꎮ 在 １６ 岁儿童的数学成绩中ꎬ
ＭＶＰＡ 所占时间的百分比可以预测男生和女生成绩增

加ꎻ对于女生ꎬ１１ 岁时测得的体力活动的百分比可以预

测 １１ 和 １６ 岁时科学成绩的增加

Ｄａｖｉｄ[１８] ２０１５ １４ ~ １５ 岁人

群 ７２ 名

干预组在体育课上进行高强

度的体力活动ꎬ对照组观看与

体力活动的相关视频

数学测试 体力活动可能会影响数学成绩的表现

表 ４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对学业能力影响的相关性研究分析

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
体力活动

测量方法
学业成就测量方法 研究结果或结论

Ｅｅｒｏ[１９] ２０１７ ６ ~ ８ 岁 人 群

１５８ 名

心率表和运动

传感器

标准化测试 较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高静坐时间的男生与其他男生相比阅读能力较

差ꎻ女生静坐时间与较好的数学成绩相关

Ｉｒｅｎｅ￣Ｅｓｔｅｂａｎ￣

Ｃｏｒｎｅｊｏ[２０]

２０１７ ６ ~ １８ 岁人群

１ ７８０名
加速度计 学校成绩测试 无论体育课还是课间体力活动都对学业能力没有影响

Ｒａｍ[２１] ２０１７ １２ ~ １６ 岁人群

４０６ 名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体力活动较活跃的男生活动水平与学业能力显著相关

Ｊｅｓｓｉｅ￣Ｌｅｅ[２２] ２０１５ ９ ~ １２ 岁人群

６７０ 名

体力活动调查

问卷(ＰＡＱ￣Ｃ)
数学和英语语言艺术

成绩(ＥＬＡ)
健康的生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Ｋｉｒｓｔｅｎ￣Ｃｏｒｄｅｒ[２３] ２０１５ １４. ５ 岁 人 群

８４５ 名

问卷调查 ＧＣＳＥ 体力活动和学业能力之间没有关系

Ｄａｎｉｌｏ[２４] ２０１５ １７. ７４ 岁 人 群

１６０ 名

自我评价问卷 学期 末 的 平 均 成 绩

(数学、英语、体育课)
学业能力与锻炼的强度和频率积极相关

Ｙｕｎｔｉｎｇ[２５] ２０１５ 五 年 级 人 群

１ ４７０名
体力活动国际

问卷

教师汇报的学业表现 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体力活动可能与学业能力有较强的关系

Ｉｓｈａａｎ[２６] ２０１５ ７~ １０.５ 岁人群

２７３ 名

２０ ｍ 折返跑 学校标准化数学成绩

以及坎纳达语成绩

在有氧能力与数学以及语言成绩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相关ꎮ 在标准

化成绩之后以及调整学校、性别、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体重ꎬ发现有氧能

力好的儿童在数学考试和语言考试中可获得较好的成绩

Ｍａｒｔｉｎ[２７] ２０１４ １３. ４ 岁 人 群

２７０ 名

加速度计 荷兰语、英语和数学成

绩的平均分

活跃的交通方式与认知以及学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Ｔｏｎｊｅ[２８] ２０１４ １５ ~ １７ 岁人群

２ ４３２ 名

自我报告问卷 自我报告问卷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ꎬ较高的学业能力与较长休闲时间的体力活动水平

以及活跃的通勤方式相关ꎬ 活跃的体力活动可以提高学业能力

Ｗｉ￣Ｙｏｕｎｇ[２９] ２０１２ 七 ~ 十二年级

人群 ７５ ０６６ 名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在男生中ꎬ高强度的体力活动与学业能力呈现出积极的相关ꎻ中等强

度的体力活动在男女生中均呈现出了积极的相关ꎮ 但力量训练在男

女生中与学业的相关并不显著ꎮ 并且ꎬ在男女生中每周进行≥５ 次的

高强度体力活动以及力量训练与学业能力呈现负相关

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ꎬ无论是政府还

是学校、家庭都对他们的健康和学业能力给予了很多

的关注ꎮ 随着体力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理念的广泛

传播ꎬ促进体力活动对于提高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的

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支持ꎮ
就目前已发表的系统综述而言ꎬ所纳入的文献多

为横断面研究ꎬ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ꎬ尤其是长期的

干预性追踪研究证据ꎮ 从理论上来说ꎬ体力活动对于

认知学习和记忆的影响多与突触可塑性有关ꎬ但短期

锻炼对大脑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改变的影响并不大ꎮ
有研究表明ꎬ只有儿童期进行有规律的体力活动才可

影响大脑灰质和白质发育的完整性[３０] ꎬ从而有利于早

期认知发展ꎬ进一步提高学业能力ꎮ 同时ꎬ体力活动

可促使大脑释放各种神经递质ꎬ在神经递质的作用下

使人产生快乐感ꎬ提高认知的唤醒程度ꎬ从而提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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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和学业能力[３１] ꎮ 因此ꎬ应开展更多设计严谨、
追踪时间更长的实证研究ꎬ针对不同类型的儿童青少

年ꎬ施加有关体力活动促进的可行性干预手段ꎬ进一

步深入探究体育锻炼对身体和心理发展产生的具体

作用ꎮ
在本文纳入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中ꎬ研究对象的

筛选标准不严ꎬ且研究设计更是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首先ꎬ儿童青少年的学业能力实际上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ꎬ如家庭出身、受教育经历、当前是否参加课外补

习等研究对象主观因素[３２] ꎬ学校的运动设施是否完

善、当地政府对学校体育开展的政策指导等客观因

素ꎬ而上述因素大都未在现有已发表的研究中得到重

视ꎮ 其次ꎬ现有研究大都采取其所在国家的标准化学

校考试综合成绩或是单科成绩评价个体的学业能力ꎬ
也有学者采取问卷调查或是认知相关测试作为测评

手段ꎬ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体制不同ꎬ因此测

试的内容、难度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ꎬ如欧美等发达

地区的中小学考试难度普遍低于东亚地区ꎬ考试内容

偏向开放性问题ꎬ通过一定时期体力活动促进干预给

其带来的学业能力影响相较东亚地区更加明显ꎮ 另

外ꎬ多数干预研究的持续时间较短ꎬ基本都在 １ 个学期

左右ꎬ且研究对象年龄跨度较大ꎬ使得科研人员对整

个研究的控制力相对下降ꎬ研究对象依从性也不能得

到相应的保证ꎮ 因此ꎬ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ꎬ应建立

完善的研究对象筛选指标体系ꎬ制订科学、客观、全面

的干预和测评方案ꎬ进一步明确体力活动促进与学业

能力提高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ꎮ
在纳入的 ３ 篇纵向追踪性研究以及 １１ 篇相关性

研究中ꎬ对于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学业能力之间的

研究角度较为单一ꎬ多数研究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

做出初步解释ꎮ 但儿童青少年的体力活动水平与心

肺功能、代谢功能、肌肉力量、骨骼以及心理、性别等

方面有着密切的相关ꎬ不同的体力活动类型、体力活

动强度以及持续的时间会带来不同的结果[３３] ꎮ 如躯

干和四肢大肌群的肌肉力量可通过抗阻训练以增强ꎬ
心肺健康则可通过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得以改善ꎬ同时

负重活动还可以提高骨骼健康ꎮ Ｉｓｈａａｎ 等[２６] 曾提出ꎬ
有氧能力好的儿童在数学考试和语言考试中可获得

较好的成绩ꎮ 对于运动强度ꎬＷｉ￣Ｙｏｕｎｇ[２９] 则对韩国

７５ ０６６ 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发现ꎬ男女生中等强度

体力活动与学业能力均呈现出了积极的相关ꎬ然而男

女生每周进行≥５ 次的高强度体力活动以及力量训练

与学业能力呈现负相关ꎮ 因此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对
于采用何种类型、何种强度的体力活动干预方式ꎬ仍
值得探讨ꎮ 同时ꎬ应拓宽理论基础ꎬ建立跨学科、系统

研究的思想ꎬ以体力活动作为切入点ꎬ将学业能力与

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进行联系ꎬ来提高研究成

果的应用价值ꎮ
综上所述ꎬ目前我国关于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

学业成绩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ꎬ未来应结合我国的

教育体制编制符合我国儿童青少年学业能力的评价

标准ꎮ 就目前而言ꎬ西方发达国家对体力活动与学业

成绩的研究已逐步从脑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向

体力活动行为的促进、干预和指导等实践工作发展ꎮ
我国学者也应加快步伐ꎬ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情

况ꎬ开展更多高质量的长期追踪性实证研究ꎬ为我国

中小学学校教育及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

的借鉴与参考ꎮ 而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应加强教师关

于体力活动促进学生健康以及学业能力发展的重要

认识ꎬ充分利用课间、课后时间ꎬ组织一些活动引导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ꎬ提高主动参与体力活动的积极性ꎬ
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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