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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加滑扰动训练对大学生身体平衡能力的影响ꎬ为改善大学生平衡能力寻求更优训练方法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随机选取 ３０ 名台州学院大一男生ꎬ随机均分为传统力量组( ＴＳＴ 组)和加滑扰动组( ＳＩＴ 组)ꎮ 实验共进行 １０
周ꎬ每周 ３ 次ꎬ每次 ４０ ｍｉｎꎮ 实验前后ꎬ运用 Ｋ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平衡测试系统测试 ２ 组受试者静态和动态平衡能力ꎮ 结果　 静态

睁眼双用脚、睁眼左脚、睁眼右脚ꎬ闭眼双脚站立及动态测试中ꎬ实验前 ＳＩＴ 组总体平衡指数( ＢＩＳ)分别为(２６０±１１０)ꎬ(５２７
±３８４)ꎬ(３５７±１１７)ꎬ(９６３±４３４)ꎬ(１ ６６２±７８０)ꎬＴＳＴ 组分别为(２８２±１２１)ꎬ(４８０±２３３)ꎬ(４０３±２０８)ꎬ(８５６±４５２)ꎻ实验后 ＴＳＴ
组 ＢＩＳ 分别为(２１２±６７)ꎬ(３２０±１９３)ꎬ(３６１±１８７)ꎬ(７９３±５０８)ꎬ(１ ５１５±８８７)ꎬＳＩＴ 组 ＢＩＳ 分别为(１４３±６５)ꎬ(１８０±１０８)ꎬ(２１１
±１０２)ꎬ(３７６±３００)ꎬ(５２４±３２９)ꎮ 与训练前相比ꎬＳＩＴ 组受试者静态和动态下双脚平衡能力指标降低(Ｐ 值均<０.０５)ꎻ２ 组训

练后平衡能力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加滑扰动训练相比传统力量训练能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身

体平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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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大学生体质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１] ꎮ
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

与盛衰ꎬ重视大学生体质问题及对大学生体质进行运

动干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ꎮ 平衡能力是评定运动

技能及健康水平的重要身体素质指标ꎬ是反映人体体

质水平的重要指标ꎮ 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明ꎬ科学合理

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人体平衡能力并预防跌

倒[２－７] ꎮ 但是并非所有的运动形式在改善人体平衡能

力方面具有相同的功效ꎬ不同种类运动的作用不同ꎬ
找出合适的运动方式具有现实意义ꎮ

Ｓｌｉｄｅ ｂｏａｒｄ(滑板)多年以来一直应用于速度滑冰

和冰上曲棍球的专业训练ꎬ现在逐渐进入健身的领

域ꎮ 加滑扰动训练是利用滑板上表面光滑涂层与特

制鞋套之间的极小摩擦力来模拟类似冰面的低摩擦

力环境ꎬ以形成滑动干扰ꎬ创造不稳定条件ꎬ利用这种

不稳定状态下的训练来提高人体运动状态下稳定性

与重心调整能力ꎮ 本研究通过观察加滑扰动训练对

大学生平衡能力的影响ꎬ并与传统的阻力训练相比

较ꎬ旨在为改善大学生平衡能力寻求一种更优的训练

方法ꎬ同时为深入认识和科学指导平衡能力训练提供

理论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台州学院临海校区 ３０ 名大一男

生作为实验对象ꎬ采用单盲、对照等方法进行设计ꎬ将
实验对象随机分为传统力量组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ＳＴ 组)和加滑扰动组(ｓｌｉｐ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ＩＴ 组)ꎬ每组 １５ 人ꎮ 所有受试者健康

状况良好ꎬ均无眼科疾患ꎬ无平衡功能缺失及其他相

关疾病病史ꎻ未接受过专业体育训练ꎬ下肢关节活动

正常ꎻ测试前未接触平衡测试仪和特殊平衡训练ꎮ 受

试者理解实验意图ꎬ积极参与实验ꎮ ２ 组对象年龄、身
高、体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实验于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在台州学院体能

训练与运动康复中心完成ꎬ共训练 １０ 周ꎬ每周 ３ 次ꎬ每
次 ４０ ｍｉｎꎬ受试者在实验期间不参与其他体育运动ꎮ
运动训练由同一专家执训ꎬ每次训练前进行示范讲

解ꎬ正式训练前适当练习ꎮ ２ 组受试者在相同时间训

练ꎬ通过心率控制负荷强度ꎬ加滑扰动组训练的负荷

强度根据力量训练组进行力量训练时的心率确定ꎬ同
组受试者的训练内容及强度相同ꎮ 指标测试由同一

专业人员完成ꎮ
１.２.１　 训练方法

１.２.１.１ 　 ＳＩＴ 组训练方法　 ＳＩＴ 组在卷起式滑板(Ｐｅｒ￣
ｆｏｒｍｂｅｔｔｅｒꎬ长 ２.４ ｍꎬ宽 １.５ ｍ)上进行步行、滑行及接

球训练ꎮ 根据从简单到复杂ꎬ循序渐进的规律ꎬ将训

练分为 ３ 个阶段ꎮ
第 １ 阶段(第 １ ~ ２ 周)为基础训练阶段ꎬ主要为无

负重步行及滑行训练ꎮ 主要内容:(１)步行训练ꎬ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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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鞋套后ꎬ在滑板上快速自由步行适应训练 ５ ｍｉｎꎬ
然后根据教练员口令快速变换方向跑动 １５ ｍｉｎꎻ(２)
侧向滑行训练ꎬ膝关节屈曲 ３０ 度左右ꎬ双手置于背后ꎬ
沿左右方向快速来回侧向滑行共 ２０ ｍｉｎꎮ

第 ２ 阶段(第 ３ ~ ６ 周)为巩固训练阶段ꎬ主要为负

重下步行及滑行训练ꎮ 主要内容:(１)负重下步行训

练ꎬ穿上专用鞋套后ꎬ在滑板上快速自由步行适应训

练 ５ ｍｉｎꎬ然后穿上重力背心(９ 磅)ꎬ根据教练员口令

快速变换方向跑动 １５ ｍｉｎꎻ(２)负重下侧向滑行训练ꎬ
在滑板上无负重侧向滑行训练 ５ ｍｉｎꎬ然后穿上重力

背心(９ 磅)侧向快速滑行 １５ ｍｉｎꎮ
第 ３ 阶段(第 ７ ~ １０ 周)为提高训练阶段ꎬ主要为

负重下步行、滑行训练及接球训练ꎮ 主要内容:(１)负

重下根据教练员口令快速变换方向跑动 １０ ｍｉｎꎻ(２)
负重下快速侧向滑行训练 １０ ｍｉｎꎻ(３)接球训练ꎬ教练

员不定向抛球ꎬ受试者在滑板上快速移动接球 ２０
ｍｉｎꎮ
１.２.１.２ 　 ＴＳＴ 组训练方法 　 ＴＳＴ 组采用传统力量训

练ꎬ徒手及杠铃、哑铃、功能综合训练器等传统力量训

练器械进行训练ꎮ 与 ＳＩＴ 组相对应ꎬ训练同样分为 ３
个阶段ꎮ

第 １ 阶段(第 １ ~ ２ 周)为基础训练阶段ꎬ主要内

容:俯卧撑(１０ 个 / 组ꎬ１ ~ ２ 组)、仰卧起坐接转体(２０
个 / 组ꎬ１ ~ ２ 组)、提拉 １０ ｋｇ 哑铃(２０ 次 / 组ꎬ２ 组)、半
蹲 ３０ ｋｇ(１０ 次 / 组ꎬ２ 组)等ꎮ

第 ２ 阶段(第 ３ ~ ６ 周)为力量巩固训练阶段ꎬ主要

内容:俯卧挺背(２０ 次 / 组ꎬ２ 组)、仰卧交替举腿(２０
次 / 组ꎬ２ 组)、综合训练器上肢练习(１５ 次 / 组ꎬ２ 组)、
蹲举 ２０ ｋｇ(１０ 次 / 组ꎬ２ 组)、１５ ｋｇ 哑铃俯卧提拉(１０
个 / 组ꎬ２ 组)等ꎮ

第 ３ 阶段(第 ７ ~ １０ 周)为力量强化训练阶段ꎬ主
要内容:蛙跳(１５ 个 / 组ꎬ２ 组)、俯卧挺身(１５ 个 / 组ꎬ３
组)、深蹲 ３０ ~ ４０ ｋｇ(８ ~ １０ 次 / 组ꎬ３ 组)、卧推 １５ ~ ２５
ｋｇ(１５ 次 / 组ꎬ３ 组)、综合训练器训练(８ ~ １０ 次 / 组ꎬ３
组)等ꎮ
１.２.２　 测试方法　 平衡能力测试采用美国 Ｓｐｏｒｔｋａｔ 公
司 Ｋ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平衡测试系统ꎬ 具有较好的重测信

度[８] ꎮ 测试平台下气囊压力值设为 ６ ＰＳＩ ( １ ＰＳＩ ＝
６.８９５ ｋＰａ)ꎮ双脚测试时两脚与肩同宽ꎮ 单足测试时ꎬ
支撑腿立于测试台中间ꎬ 非支撑脚小腿向后抬起

９０ 度ꎮ
１.２.２.１　 静态平衡能力测试　 方法参考刘耀荣[９] ꎬ分
睁眼双脚站立、睁眼左脚站立、睁眼右脚站立、闭眼双

脚站立 ４ 种状态测试ꎮ 睁眼测试时ꎬ双眼注视平衡测

试仪计算机屏幕并调整身体ꎬ尽量使光标保持在十字

坐标轴原点ꎮ 闭眼测试先调整光标至十字坐标轴中

心即闭眼开始测试ꎬ如在测试中失去平衡则记为跌

下ꎬ重新测试ꎮ 每次测试时间为 ３０ ｓꎬ重复 ３ 次ꎬ以最

好一次作为测试值ꎬ每 ２ 次测试中间休息 １０ ｓꎮ
１.２.２.２　 动态平衡能力测试　 双脚立于测试台上ꎬ双
眼直视前方计算机屏幕中作顺时针移动的光点ꎬ受试

者跟随此光点移动十字光标ꎬ以使十字光标尽量与光

点重合ꎬ测量时间为 ３０ ｓꎬ光点移动速度定为 ２ (慢

速)ꎮ 每位受试者皆做 ３ 次ꎬ以最好一次作为测试值ꎮ
１.２.２. ３ 　 检测指标 　 总体平衡指数 (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ｏｒｅꎬ ＢＩＳ)、前后向平衡率( ｆｒｏｎｔ￣ｂａｃｋ ｒａｔｉｏꎬ ＦＢＲ)、左
右向平衡率(ｒｉｇｈｔ￣ｌｅｆｔ ｒａｔｉｏꎬ ＲＬＲ)、改善率ꎮ ＢＩＳ 代表

人体的总体平衡能力ꎬ平衡指数值的大小与身体平衡

能力呈负相关ꎮ ＦＢＲ 和 ＲＬＲ 分别代表人体前后及左

右方向稳定性和重心偏移的均衡性ꎬ平衡率值的大小

与身体平衡能力呈负相关ꎬ值越低ꎬ则在前后或左右

方向上的稳定性和重心偏移的均衡性越好ꎮ 改善率＝
(实验后－实验前) / 实验前×１００％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分析数据ꎬ各
组数据以(ｘ±ｓ)表示ꎮ 同一指标各组内的比较采用配

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睁眼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　 由表 １ ~ ３ 可见ꎬ
ＴＳＴ 组和 ＳＩＴ 组在训练前睁眼静态单双脚平衡能力 ３
项测试指标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ꎮ 训练后 ＴＳＴ 组双脚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

为 ２４.８％ꎬ５. １％ꎬ１４. ４％ꎬ左脚改善率分别为 ３３. ３％ꎬ
２４.５％ꎬ－ １. ６％ꎬ右脚改善率分别为 １０. ４％ꎬ １１. ５％ꎬ
３１.７％ꎮ与训练前比较ꎬＴＳＴ 组训练后双脚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ꎬ左脚 ＦＢＲ 和 ＲＬＲꎬ右脚 ＢＩＳ 和 ＦＢＲ 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仅左脚 ＢＩＳ 和右脚 ＲＬＲ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训练后 ＳＩＴ 组双脚 ＢＩＳ、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

为 ４５.０％ꎬ４８.２％ꎬ５９.４％ꎬ左脚改善率分别为 ６５.８％ꎬ
７４.０％ꎬ ７７. ５％ꎬ 右脚改善率分别为 ４０. ９％ꎬ ４８. ８％ꎬ
６８.８％ꎮ与训练前比较ꎬＳＩＴ 组训练后双脚、左脚、右脚

ＢＩＳꎬＲＬＲꎬＦＢＲ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组间比较发现ꎬ训练后 ＳＩＴ 组双脚、左脚、右脚的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与 ＴＳＴ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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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训练前后睁眼双脚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ＩＳ ＦＢＲ ＲＬＲ
ＴＳＴ 训练前 １５ ２８２±１２１ ０.５２７±０.１８７ ０.４０２±０.２５３

训练后 １５ ２１２±６７　 ０.５００±０.１９３ ０.３４４±０.２０１
改善率 / ％ ２４.８ ５.１ １４.４

ＳＩＴ 训练前 １５ ２６０±１１０ ０.５６７±０.２６７ ０.４３３±０.２８７
训练后 １５ 　 　 １４３±６５∗∗△△ ０.２９３±０.１７３∗△ ０.１７６±０.０９∗∗△

改善率 / ％ ４５.０ ４８.２ ５９.４

　 注:组内训练前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同一时期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训练前后睁眼左脚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ＩＳ ＦＢＲ ＲＬＲ
ＴＳＴ 训练前 １５ ４８０±２３３ ０.４０３±０.１８６ ０.６１６±０.１０９

训练后 １５ 　 ３２０±１９３∗ ０.３０４±０.１８３ ０.６２６±０.０８９
改善率 / ％ ３３.３ ２４.５ －１.６

ＳＩＴ 训练前 １５ ５２７±３８４ ０.５５３±０.４１６ ０.６７０±０.０７１
训练后 １５ 　 　 　 １８０±１０８∗∗△△ ０.１４４±０.０８３∗∗△△ ０.１５１±０.０８７∗△△

改善率 / ％ ６５.８ ７４.０ ７７.５

　 注:组内训练前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同一时期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３　 不同组别大学生训练前后睁眼右脚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ＩＳ ＦＢＲ ＲＬＲ
ＴＳＴ 训练前 １５ ４０３±２０８ ０.６１０±０.３３４ ０.４００±０.２７３

训练后 １５ ３６１±１８７ ０.５４０±０.３００ ０.２７３±０.１０８∗

改善率 / ％ １０.４ １１.５ ３１.７
ＳＩＴ 训练前 １５ ３５７±１１７ ０.５６０±０.１６０ ０.４３３±０.２８６

训练后 １５ 　 ２１１±１０２∗△ ０.２８７±０.０７３∗∗△ ０.１３５±０.０８０∗∗△

改善率 / ％ ４０.９ ４８.８ ６８.８

　 注:组内训练前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同一时期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闭眼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　 由表 ４ 可见ꎬＴＳＴ
组和 ＳＩＴ 组在训练前闭眼双脚静态平衡能力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３ 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训练后 ＴＳＴ
组 ＢＩＳꎬ 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为 ７. ４％ꎬ １９. ８％ꎬ
４８.５％ꎮ与训练前比较ꎬＴＳＴ 组训练后闭眼双脚 ＢＩＳ、
ＦＢＲ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ＲＬＲ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训练后 ＳＩＴ 组 ＢＩＳ、 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为

６１.０％ꎬ５８.６％ꎬ７３.９％ꎻ与训练前比较ꎬＳＩＴ 组训练后闭

眼双脚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 ０１)ꎮ 组间比较发现ꎬ训练后 ＳＩＴ 组闭眼双脚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与 ＴＳＴ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表 ４　 不同组别大学生训练前后闭眼双脚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ＩＳ ＦＢＲ ＲＬＲ
ＴＳＴ 训练前 １５ ８５６±４５２ ０.２４７±０.１５２ ０.４１２±０.１５８

训练后 １５ ７９３±５０８ ０.１９８±０.１４５ ０.２４２±０.１３０∗

改善率 / ％ ７.４ １９.８ ４８.５
ＳＩＴ 训练前 １５ ９６３±４３４ ０.２３７±０.１５５ ０.４６０±０.２２３

训练后 １５ 　 　 ３７６±３００∗∗△ ０.０９８±０.０７０∗∗△ ０.１２０±０.１０４∗∗△

改善率 / ％ ６１.０ ５８.６ ７３.９

　 注:组内训练前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同一时期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动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　 由表 ５ 可见ꎬＴＳＴ 组和

ＳＩＴ 组在训练前动态平衡能力测试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３
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训练后 ＴＳＴ 组 ＢＩＳꎬ
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为 １８.２％ꎬ１１.７％ꎬ－２.４％ꎮ 与

训练前比较ꎬＴＳＴ 组训练后动态平衡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训练后 ＳＩＴ 组 ＢＩＳꎬ ＦＢＲ 和 ＲＬＲ 改善率分别为

６８.４％ꎬ５５.６％ꎬ６６.５％ꎻ与训练前相比较ꎬＳＩＴ 组训练后

动态平衡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３ 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组间比较发现ꎬ训练后 ＳＩＴ 组动

态平衡 ＢＩＳꎬＦＢＲ 和 ＲＬＲ 与 ＴＳＴ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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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组别大学生训练前后动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ＢＩＳ ＦＢＲ ＲＬＲ
ＴＳＴ 训练前 １５ １ ８５３±８９２ ０.１６２±０.０７３ ０.２５３±０.１３２

训练后 １５ １ ５１５±８８７ ０.１４３±０.０３５ ０.２５９±０.１４２
改善率 / ％ １８.２ １１.７ －２.４

ＳＩＴ 训练前 １５ １ ６６２±７８０ ０.１７１±０.０５６ ０.２３６±０.１３３
训练后 １５ 　 　 　 ５２４±３２９∗∗△△ ０.０７６±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０.０３０∗∗△△

改善率 / ％ ６８.４ ５５.６ ６６.５

　 注:组内训练前后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同一时期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平衡能力是指人体维持某一特定身体姿势的能

力ꎬ特别是在较小的支撑面上控制身体重心的能力ꎬ
通常分为静态与动态平衡能力ꎮ 人体维持平衡的能

力包括良好的前庭觉、视觉和本体感觉ꎮ 后天训练可

提高人体前庭觉和本体觉ꎬ增加肌肉力量ꎬ增强人体

全身或局部稳定性ꎬ从而提高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ꎮ
除传统阻力训练方法以外ꎬ平衡盘、悬吊、瑞士球

等不稳定训练方法作为促进人体姿态稳定和提高平

衡能力的手段也已经广泛应用[９－１２] ꎮ 本研究利用滑

板的低摩擦力环境来进行不稳定的加滑扰动训练ꎬ并
与传统阻力训练效果进行比较ꎬ结果显示ꎬ传统力量

组训练前后睁眼状态下双脚 ＢＩＳ、ＦＢＲ 和 ＲＬＲꎬ左脚

ＦＢＲ 和 ＲＬＲꎬ右脚 ＢＩＳ 和 ＦＢＲ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ꎬ仅左脚 ＢＩＳ 和右脚 ＲＬ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闭眼

状态下仅双脚 ＲＬ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动态 ＢＩＳ、ＦＢＲ
和 ＲＬＲ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与刘耀荣[９]的研究基本

一致ꎮ 表明传统力量训练对保持人体静态稳定性有

一定的作用ꎬ但对动态稳定性似无明显改善作用ꎮ 原

因可能为传统训练更注重于大肌群的力量训练ꎬ强调

最大化发展单纯性力量ꎬ而对神经系统调节作用不是

很明显ꎮ 同时躯干侧屈肌群、旋转肌群及小肌群没有

得到锻炼ꎬ导致身体核心肌群中原动肌、对抗肌、固定

肌和中和肌的张力不均衡[１３] ꎬ从而影响姿势的稳定控

制能力ꎮ 而且传统力量训练是在平坦固定的支撑面

上进行的单一平面和一维运动练习ꎬ因此对动态平衡

能力影响更不明显ꎮ
加滑扰动组与传统力量组的主要区别是训练内

容的差异ꎮ 加滑扰动组通过滑板的低摩擦力环境创

造不稳定条件ꎬ利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的训练来提高

运动状态下身体核心部位保持稳态的能力ꎬ这也是其

与传统阻力训练的主要区别ꎮ 而非稳定性训练能够

改善身体的本体感觉和反应能力ꎬ是增强核心力量和

核心稳定性的有效手段[１４－１５] ꎮ 加滑扰动训练过程中ꎬ
滑板的滑动干扰促使身体在稳定与非稳定、平衡与不

平衡之间不停转换ꎬ从而有效刺激深层肌肉的本体感

受器ꎬ提高神经—肌肉的本体感受功能ꎬ不断激活神

经系统ꎬ进而募集更多、更深层的肌肉来有效控制身

体的稳定ꎮ 相对于没有经过训练的对照群体ꎬ在滑板

上进行过随机组合滑倒练习的受训者在油滑的地面

上行走ꎬ稳定性显著提高ꎬ跌倒的概率明显减小[１６] ꎮ
本实验结果显示ꎬ训练后加滑扰动组各状态下 ３

项测试指标与训练前及传统力量组相比较均降低ꎬ加
滑扰动组受试者平衡和稳定能力的改善效果优于传

统力量组ꎮ 加滑扰动训练有效降低了身体重心的偏

移程度ꎬ提高了前后向和左右向重心偏移的均衡性ꎬ
表明加滑扰动下的不稳定训练可有效锻炼人体的本

体感受功能ꎬ并增强核心区域的整体稳定性ꎬ整体提

高人体的平衡能力ꎮ 同时此种平衡能力的提高可能

与训练中肌肉“平衡性”的提高相关ꎬ因为不稳定状态

下训练易激发神经肌肉协调能力ꎬ而稳定状态下的训

练则难以有效刺激深层肌肉的本体感受器ꎮ 加滑扰

动训练过程中ꎬ由于滑板的低摩擦力环境ꎬ使锻炼者

时刻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干扰ꎬ身体重心易产生摇摆导

致人体失去平衡ꎬ这时就需要很好地控制身体重心的

转换ꎬ身体重心的移动和起落ꎬ锻炼了关节的控制能

力与肌肉的协调性ꎬ增加了稳定性ꎬ有效提高了下肢

的平衡能力ꎮ 在练习的过程中ꎬ也可使下肢肌肉力量

和耐力得到锻炼ꎬ肌力的增加又可提高本体觉的控

制ꎬ改善平衡能力ꎮ
传统力量训练对改善人体静态稳定性有一定的

作用ꎬ但对动态平衡能力影响不明显ꎮ 利用滑板所作

的加滑扰动下的训练相比传统力量训练ꎬ增加了不稳

定干扰因素ꎬ可有效改善身体的稳定性ꎬ降低身体重

心的偏移程度ꎬ促进身体前后向和左右向重心偏移程

度的均衡性ꎬ提高了人体维持动静态平衡的能力ꎮ 因

此ꎬ加滑扰动训练是提高人体平衡能力的有效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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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作者简介】 　 陆作雄(１９６５－　 )ꎬ男ꎬ广西崇左人ꎬ大学专科ꎬ主管医

师ꎬ主要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及公共卫生监测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５

崇左市 ２００９ 与 ２０１３ 年中小学生蛔虫感染情况

陆作雄１ꎬ廖立瑶２ꎬ陈兰芬３

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５３２２００ꎻ２. 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ꎻ３. 崇左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崇左市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ꎬ为进一步制定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整群随机抽

取崇左市中小学校的在校学生ꎬ其中 ２００９ 年抽取 ２２ 所学校的 ８ ２７４ 名学生ꎬ２０１３ 年抽取 ２１ 所学校的 ７ ９９２ 名学生ꎮ 采取

改良加藤法检验粪便中的蛔虫卵ꎮ 结果　 ２００９ 年崇左市中小学生蛔虫感染率为 ８.７４％ꎬ２０１３ 年感染率为 ４.１４％ꎬ２００９ 年

感染率高于 ２０１３ 年(χ２ ＝ １４１.７４ꎬＰ<０.０５)ꎻ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３ 年沿边境学生与非沿边境学生之间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８０ꎬ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２０１３ 年沿边境中学生感染率(４.１８％)高于非沿边境中学生(２.９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４.２４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学生蛔虫感染率总体受地域影响不明显ꎬ但呈现在某一时期以地方式作业的农村学生和区

域性中学生偏高ꎬ其他学生人群感染并存的态势ꎮ 应继续加强对学生进行蛔虫感染预防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ꎮ
【关键词】 　 蛔虫病ꎻ感染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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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寄生虫病是儿童时期易患的常见病ꎬ其中蛔

虫感染最为常见ꎮ 被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儿童会消耗

大量营养素ꎬ造成营养不良ꎬ甚至出现生长发育迟滞、
智力发育较差等[１] ꎬ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

康ꎮ 广西省崇左市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ꎬ与越南接

壤ꎬ边境线长 ５３３ ｋｍꎬ是广西边境线陆路最长的地级

市ꎮ 为了解崇左市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ꎬ比
较沿边境地区一带学校学生(以下简称“沿边学生”)
与非沿边境地区一带学校学生(以下简称“非沿边学

生”) 肠道寄生虫感染概况和流行态势ꎮ 现将 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３ 年崇左市中小学生蛔虫感染率情况以及在校

沿边学生与非沿边学生(以下简称“两边学生”)蛔虫

感染情况进行统计ꎬ为进一步制定具有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的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来源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崇左市所

属在校中小学生调查资料ꎮ 根据地貌、结合方位采用

分片整群随机抽取ꎮ ２００９ 年抽取沿边学校小学 ７ 所、
中学 ５ 所ꎬ非沿边学校小学、中学各 ５ 所ꎬ共检查学生

８ ２７４ 名ꎮ 其中小学生 ３ ９９８ 名ꎬ中学生 ４ ２７６ 名ꎻ城镇

学生 ４ ０７４ 名ꎬ农村学生 ４ ２００ 名ꎻ男生 ４ ８９３ 名ꎬ女生

０８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