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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国以来ꎬ关于学生的体质测试ꎬ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的标准ꎬ也逐步形成了数据库和监测体系ꎬ但
是关于智力障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Ｄ)学生体质

发展情况的研究和监测却较少出现[１] ꎮ 近年来相关

研究发现ꎬ智障学生的体质水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均

低于同龄普通人[２－４] ꎮ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ꎬＩＤ 患者在

肌肉力量、耐力、柔韧性和心肺耐力等方面表现较

弱[５] ꎮ 此外ꎬ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的原因ꎬ２０１６ 年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ａｔａ 的数据显示ꎬ我国已是世界上智力

障碍患者最多的国家之一ꎬ给家庭、社会及卫生保健

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６] ꎮ 本文以佛山市顺德区中

度智力障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对身体素质情况进行深

入分析ꎬ为促进我国智力障碍儿童身体素质的发展提

供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由于佛山市每个区仅有 １ 所智障学

校ꎬ本研究选取顺德区启智学校 １１５ 名中度智力障碍

儿童ꎬ其中 ７ 名不配合ꎬ实际筛查 １０８ 名ꎮ 包括男生

６８ 名ꎬ女生 ４０ 名ꎻ平均年龄(１２.９８±２.９７)岁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特殊奥林匹克趣味健身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ＦＵＮｆｉｔｎｅｓｓꎬ ＳＯＦＦ)” 筛查量表[６－７] ꎬ
由美国物理治疗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ＰＴＡ)和特奥会(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共同编制ꎬ
适用于所有智力障碍人群[８] ꎮ 筛查项目包括力量测

试(坐式手臂支撑、站立计时测试、半仰卧起坐)ꎬ平衡

能力(睁眼单腿站立、闭眼单腿站立、立姿功能性前

伸)ꎬ柔韧性测试(腘绳肌群仰卧—被动、仰卧踝关节

背屈—被动、改良托马斯测试、功能性肩部旋转测

试)ꎮ 筛查所使用的工具:电子量角器、软尺、秒表、瑜
伽垫、俯卧撑支架ꎬ由广州体育学院运动康复与特殊

教育专业的学生完成本次筛查工作ꎮ 本次筛查工作

已经过广州体育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并在顺德启智

学校教师充分了解本次筛查的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

书ꎮ 中度智力障碍是指经智力和适应行为测试后ꎬ智
商在 ３０ ~ ５０ 并适应行为不完全ꎮ 诊断依据是其自身

的残疾证明或经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的入学评估ꎻ
“特殊奥林匹克趣味健身筛查量表”是判断身体素质

是否达标的依据ꎮ 力量素质:坐式手臂支撑诊断标准

“ <５ ｓ”ꎬ 站立计时诊断标准“完成时间>２０ ｓ”ꎬ半仰卧

起做诊断标准“１ ｍｉｎ 内完成数量< ２５ 个”ꎮ 平衡素

质:睁眼单腿站立诊断标准“ <２０ ｓ”ꎬ闭眼单腿站立诊

断标准 “ < １０ ｓ”ꎬ 立姿功能性前伸诊断标准 “ < ２０
ｃｍ”ꎮ 柔韧素质:腘绳肌群仰卧—被动测试诊断依据

“ －９０° ~ －１６°之间或不对称”ꎬ 仰卧踝关节背屈—被动

测试诊断依据“ <１０°或不对称”ꎬ 改良托马斯测试诊

断依据“ －９０° ~ －１１°之间或不对称”ꎬ 功能性肩部旋转

测试诊断依据“ －９０ ~ －１６ ｃｍ 之间或不对称”ꎮ

２　 结果

２.１　 力量素质　 坐式手臂支撑测试男生未达标 ８ 名ꎬ
达标 ６０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３ 名ꎬ达标 ３７ 名ꎮ 站立计时测

试男生未达标 ３９ 名ꎬ达标 ２９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３０ 名ꎬ达
标 １０ 名ꎮ 半仰卧起坐测试男生未达标 ３８ 名ꎬ达标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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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ꎻ女生未达标 ３０ 名ꎬ达标 １０ 名ꎮ
２.２　 平衡素质 　 睁眼单腿站立测试男生未达标 ５８
名ꎬ达标 １０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３５ 名ꎬ达标 ５ 名ꎮ 闭眼单

腿站立测试男生均未达标ꎻ女生未达标 ３７ 名ꎬ达标 ３
名ꎮ 立姿功能性前伸测试男生未达标 ５８ 名ꎬ达标 １０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３７ 名ꎬ达标 ３ 名ꎮ
２.３　 柔韧素质　 腘绳肌群仰卧—被动测试男生未达

标 ５４ 名ꎬ达标 １４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２４ 名ꎬ达标 １６ 名ꎮ
仰卧踝关节背屈—被动测试男生未达标 ２ 名ꎬ达标 ６６
名ꎻ女生全部达标ꎮ 改良托马斯测试男生未达标 １７
名ꎬ达标 ５１ 名ꎻ女生未达标 １２ 名ꎬ达标 ２８ 名ꎮ 功能性

肩部旋转测试男生未达标 ２４ 名ꎬ达标 ４４ 名ꎻ女生未达

标 １０ 名ꎬ达标 ３０ 名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 ＩＤ 儿童的腹部肌肉力量较差ꎬ与

Ｌａｈｔｉｎｅｎ[９]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可能由动作发育障碍、久
坐等不良生活习惯使 ＩＤ 患者的腹部脂肪堆积所致ꎮ
有研究发现ꎬＩＤ 患者腹部肥胖将会增高心血管疾病和

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１０] 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１１]发现ꎬＩＤ 患者下肢力量较差ꎬ与本研究

结果相符ꎬ且下肢的运动能力是让自身独立生活和有

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ꎮ 生活中 ＩＤ 患者需要他

人的帮助或支持ꎬ将使 ＩＤ 患者和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下降ꎬ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经济负担ꎮ
生活中因外界环境突然改变引发身体过度前倾

或后倾等都需要掌握一定的平衡能力ꎬ才能使身体回

到最佳的体位以避免摔倒ꎮ Ｓｖｅｎ 等[１２] 发现ꎬ因 ＩＤ 患

者保持平衡的能力弱ꎬ和同年龄普通人相比具有较高

的跌倒发生率ꎮ 所以ꎬ有必要对 ＩＤ 患者进行专门的

平衡训练ꎬ减少跌倒的次数ꎬ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ꎮ
同时ꎬＳｈｉａｕ 等[１３]发现平衡和下肢肌肉力量有很大的

相关性ꎬ与本研究结果大致相同ꎬＩＤ 儿童的下肢力量

和平衡能力均较差ꎮ 因此ꎬ训练中发展平衡能力的同

时不能忽视下肢肌肉力量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ꎬ
可能由于下肢肌肉力量提升后ꎬ神经系统对下肢肌肉

控制能力得到提高[１３] ꎬ继而平衡能力也所提升ꎮ
柔韧素质对日常生活和体育锻炼非常重要ꎮ 柔

韧性测试结果对比发现ꎬ仰卧踝关节背屈—被动测

试、改良托马斯测试和功能性肩部旋转测试的达标人

数远高于腘绳肌群仰卧—被动测试ꎬ可能是久坐的不

良习惯和对运动缺乏兴趣所致[１４] ꎮ 所以ꎬ提高 ＩＤ 患

者对运动的兴趣ꎬ并在有限的训练时间内发展不同肌

肉关节的柔韧性应成为教师教学内容中的一部分ꎮ
综上所述ꎬＩＤ 儿童的身体素质发展不均衡且总体

水平低ꎮ 训练过程中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ꎬ逐步提

高各项身体素质ꎮ 同时要注意避免因训练进度过快、
训练强度过大而造成的运动损伤ꎮ 并且ꎬ影响儿童身

体素质发展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ꎬ应多方面

考虑ꎬ争取通过多种途径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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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 Ａｃｔ Ｑ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４(２) １２５－１４３.

[１０] ＬＡＵＲＥＬＩＮＥ Ｓꎬ ＳＯＰＨＩＥ Ｅꎬ ＢＥＲＴＨＯＵＺＥ￣ＡＲＡＮＤ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 Ｊ Ａｐ￣
ｐｌ Ｒ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５(３): ２３１－２３９.

[１１]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Ｈ Ｐ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Ｙ.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ｄ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ｌ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Ｊ] . Ａｄａｐｔ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Ｑꎬ ２００２ꎬ１９(１):６８－８１.

[１２] ＳＶＥＮ Ｂꎬ ＪＯＳＥＦＩＮＥ Ｏꎬ ＬＯＵＩＳＥ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ｏｓｔｕ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ｕｎｋ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ｅ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
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４(１) １９８－２０６.

[ １３] ＳＨＩＡＵ Ｃꎬ ＣＨＩＡ Ｗꎬ ＷＥ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ｓｋｉｌｌ￣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Ｄｉｓａｂ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Ｊꎬ ２０１７ꎬ１０( ２):１９８－
２０６.

[１４] ＳＰＥＬＡ Ｇꎬ ＪＡＳＮＡ Ｍꎬ ＢＯＲＩＳ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
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２ꎬ３３(２): ６０８－６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１６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９

５６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