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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ꎬ系统评价不同运动强度对儿童青少年人群工作记忆的

影响ꎬ为今后学校心理卫生和体育教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循证学参考ꎮ 方法　 以“中等强度体育活动” “高强度体育活

动”“工作记忆”“认知功能”“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ｃｕ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等关键词检索国

内外七大数据库ꎬ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ꎮ 采用 ＰＩＣＯＳ 模式进行文献筛选ꎬ共纳入 ４０ 篇相关研究文献ꎬ文献 Ｊａｄａｄ 评分较

高ꎬ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学龄儿童工作记忆影响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１３６.９８ꎬＺ
＝ ２１.７７ꎬ９５％ＣＩ＝ １２４.６５~ １４９.３１ꎻ青少年组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 ９５.７８ꎬＺ ＝ ９.０８ꎬ９５％ＣＩ ＝ ７５.１１ ~ １１６.４６ꎻ总效应值 ＷＭＤ ＝
１２６.１７ꎬＺ＝ ２３.３５ꎬ９５％ＣＩ＝ １１５.５８~ １３６.７６(Ｐ 值均<０.０１)ꎮ 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学龄儿童工作记忆影响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６.０５ꎬＺ＝ ０.３８ꎬ９５％ＣＩ＝ －３７.１５~ ２５.０６(Ｐ＝ ０.７０)ꎻ青少年组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８.５１ꎬＺ＝ ０.６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９.１２ ~ ３６.１３(Ｐ ＝
０.５５)ꎻ总效应值 ＷＭＤ＝ ２.０９ꎬＺ＝ ０.２０ꎬ９５％ＣＩ＝ －１８.５７~ ２２.７４(Ｐ＝ ０.８４)ꎮ 结论　 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

忆能力具有一定的提升和改善作用ꎬ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忆能力没有积极影响ꎮ 在运用体育活动手段

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工作记忆提升训练时ꎬ应将强度控制在中等强度才能达到促进工作记忆能力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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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工作记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ＷＭ) 是个体在执行

认知任务过程中ꎬ对信息暂时保持与操作的能力ꎬ是
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核心ꎬ是学习、推理、问题解决和

智力活动的重要成分 [１] ꎮ 工作记忆是儿童青少年执

行功能的三大核心成分(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

灵活性)之一ꎬ在儿童青少年认知活动中具有关键作

用[２] ꎮ 多项研究发现ꎬ人类的工作记忆能力具有可塑

性[３－５] ꎬ而青少年和儿童工作记忆能力具有更强的可

塑性[６－８] ꎮ 赵鑫等[９] 研究认为ꎬ工作记忆训练可以提

高儿童青少年的智力水平、阅读、推理、问题解决、数
学计算能力ꎬ提升大脑整体认知能力ꎮ 目前 ３ 种应用

最为广泛的工作记忆测量范式分别为 Ｎ－ｂａｃｋ 任务、
跟踪任务和活动记忆任务ꎬ由于 Ｍｅｔａ 分析模型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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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本结局指标的要求ꎬ为便于合并效应量ꎬ研究

文献工作记忆的测量方法采用 Ｎ－ｂａｃｋ 任务ꎮ 国内外

多项研究认为ꎬ体育活动能够显著提升人的工作记忆

能力ꎬ体育活动与研究对象的外显学习、内隐学习和

工作记忆均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ꎬ对儿童青少年的学

习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均有促进作用[１０－１１] ꎮ 本研究

希望通过系统评价不同运动强度对儿童青少年人群

工作记忆的影响ꎬ为今后学校心理卫生和体育教学相

关研究提供循证学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本研究以“中等强度体育活动” “高

强度体育活动”“工作记忆” “认知功能” “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
ｒｙ”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为中英文检索词ꎮ
检索的数据库平台包括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库、维普

ＶＩＰ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ＳＣＩ 科学引文索引 ＷＯＳ 数

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数据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ꎮ 文献的时间跨度为数据库建库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ꎮ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

１.２.１　 纳入标准 　 文献筛选标准为 ＰＩＣＯＳ 标准[１２]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文献的研究对象为 ６ ~ １２ 岁的学龄儿童

和 １３ ~ １８ 岁的青少年ꎻ(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实验设计中干预

手段为不同强度的体育活动ꎻ(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实验中的

对照组干预措施为非体育活动干预ꎻ(ｏｕｔｃｏｍｅ)研究的

测量方式为 Ｎ－ｂａｃｋ 方法ꎻ( ｓｔｕｄｙ)实验设计为随机对

照实验(ＲＣＴ)或临床对照实验(ＣＣＴ)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研究对象为非儿童青少年的文

献ꎻ(２)实验组或对照组的干预方式为非体育活动ꎻ
(３)使用的测量范式结局指标不符合 Ｍｅｔａ 分析需要ꎻ
(４)不是随机对照实验(ＲＣＴ)和临床对照实验(ＣＣＴ)

的研究ꎻ(５)综述性文献ꎮ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 ５.３ 版本对 ４０
篇文献的异质性检验计算出 Ｉ２ 值ꎬ当 Ｉ２ 值在 ０ ~ ４０％
区间内异质性可忽略ꎬ在 ４０％ ~ ６０％区间为中度异质

性ꎬ在 ５０％ ~ ９０％区间为高异质性ꎬ在 ７５％ ~ １００％区间

为存在极高的异质性[１３] ꎬ根据文献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对文献的合并效应值 Ｚ、加权均数

差(ＷＭＤ)和置信区间值(９５％ＣＩ)进行分析ꎮ 文献的

发表偏倚检验采用剪补漏斗图法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根据中英文关键词共检索中英文

文献 ２８４ 篇ꎬ筛选后共纳入文献 ４０ 篇ꎮ 文献的检索及

筛选过程见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　 研究纳入的 ４０ 篇文献共包

含研究样本 ３ ２２２ 人ꎬ其中实验组 １ ６４６ 人ꎬ对照组

１ ５７６人ꎬ年龄为 ６ ~ １８ 岁ꎮ 文献采用运动处方的运动

强度为中等强度或高强度ꎻ运动时间为 １５ ~ ９０ ｍｉｎꎻ运
动频率为 １ 次实验或 １ ~ ５ 次 / 周ꎮ 文献内容信息详见

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

第一作者
人数

实验组 对照组

年龄

/ 岁
运动强度

运动时

间 / ｍｉｎ
运动

频率
运动项目

Ｈｏｇａｎ[１４] ７１ ７３ １９~ ２３ (２２０－年龄) ×(４０％ ~ ６０％)ＨＲｍａｘ １５ １ 次 瑜伽
Ｃｈｅｎ[１５] ４４ ４３ ９ ~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７０％)ＨＲｍａｘ ２５ １ 次 慢跑
陈爱国[１６] ４０ ４０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篮球

(２２０－年龄) ×(７０％ ~ ７９％)ＨＲｍａｘ
颜军[１７] ６２ ６１ ９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健美操
赵中艳[１８] ３８ ３９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跳绳
冯磊[１９] ６４ ６２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篮球
赵莉[２０] ５５ ５３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篮球

(２２０－年龄) ×(７０％ ~ ７９％)ＨＲｍａｘ
吉晓海[２１] １１０ ６０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５０％ ~ ７０％)ＨＲｍａｘ ２０ １ 次 乒乓球
殷恒婵[２２] １０８ １０８ ９ ~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４０％ ~ ８０％)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５ 次 / 周 花样跑步
白雪[２３] ２０ ４０ １８ 中强度组[(１４０ ~ １５０)次 / ｍｉｎ] ３０ １ 次 跑步

高强度组[(１７０ ~ １８０)次 / ｍｉｎ]
Ｇｏｔｈｅ[２４] ５８ ５０ １５~ １８ 中低强度 ６０ ３ 次 / 周 瑜伽气功
Ｂａｓｓｏ[２５] ４３ ４２ １８ (２２０－年龄) ×(７０％ ~ ８５％)ＨＲｍａｘ ５０ １ 次 功率自行车

７５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续表 １　

第一作者
人数

实验组 对照组

年龄

/ 岁
运动强度

运动时

间 / ｍｉｎ
运动

频率
运动项目

Ｈｏｗｉｅ[２６] ９４ ９４ ９ ~ １２ 高强度 ２０ １ 次 跑步
殷恒婵[２７] ８６ ７２ ９ ~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４０％ ~ ８０％)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３ 次 / 周 武术、跳绳、８ 字跑
陈爱国[２８] １８ １５ １１~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３ 次 / 周 花样跳绳
Ａｌｂｉｎｅｔ[２９] １９ １７ １８ ７５％ ~ ８５％ＶＯ２ｍａｘ ４０ ２ 次 / 周 游泳
彭艳芳[３０] ３２ ３０ １８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７０％)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功率自行车
陈爱国[３１] １１ １５ ９ ~ １３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４ 次 / 周 花样跑步、武术、跳绳
梁洪英[３２] ２０ ２０ ９ ~ １１ 中低强度 ４０ ３ 次 / 周 身心运动干预
傅建[３３] ４９ ５０ １４~ １７ (１３０ ~ １６０)次 / ｍｉｎ ２７ ３ 次 / 周 体育课教学
金柳[３４] １４ １２ ９ ~ １３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４ 次 / 周 花样跑步、武术、跳绳
张浩[３５] ４２ ４３ １０~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３ 次 / 周 新思维体育游戏
刘丽丽[３６] ２１ ２２ ９ ~ １１ 中等强度 ３０ ２ 次 / 周 花样跳绳
刘坚[３７] ５０ ５０ １４~ １７ (１３０ ~ １６０)次 / ｍｉｎ ４５ ３ 次 / 周 体育课教学
黄玲玲[３８] ３３ ３７ １５~ １８ (２２０－年龄) ×(４０％ ~ ６０％)ＨＲｍａｘ ２７ ２ 次 / 周 体育课教学
余婷婷[３９] ２９ ２２ ９ ~ １３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３ 次 / 周 篮球
陈爱国[４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３ 次 / 周 身心运动操
张佩佩[４１] ３７ ４０ １０~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２ 次 / 周 软式棒垒球
贠小波[４２] ２４ ２４ １８ (１２０ ~ １４０)次 / ｍｉｎ ３０ ３ 次 / 周 太极拳
陈爱国[４３] ９ ８ ８ ~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４ 次 / 周 花样跳绳、武术操、跑步
潘家礼[４４] ３６ ２３ ８ ~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３ 次 / 周 合作游戏、武术操、花样踢毽
潘家礼[４５] ４８ ４５ ８ ~ １２ １２０ ~ １４０ 次 / ｍｉｎ ３０ ３ 次 / 周 篮球
李捷良[４６] ２０ ２０ ９ ~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５ １ 次 / 周 支架式网球
陈丽萍[４７] ３０ ３０ ９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２ 次 / 周 足球
陈爱国[４８] ４１ ４０ ８ ~ １０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２ 次 / 周 足球
缪海红[４９] １６ １７ ９ ~ １３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４０ ３ 次 / 周 足球
邹楠[５０] ５４ ５４ ７ ~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７０％ ~ ８０％)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３ 次 / 周 篮球、田径、武术
王加鹏[５１] ４０ ２０ ６ ~ １２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１ 次 功率自行车

(２２０－年龄) ×(７０％ ~ ８０％)ＨＲｍａｘ
王叶琼[５２] １６ １８ １０~ １１ 中等强度 ９０ ２ 次 / 周 健美操
白阔天[５３] ３０ ３０ ９ ~ １１ (２２０－年龄) ×(６０％ ~ ６９％)ＨＲｍａｘ ３０ ２ 次 / 周 篮球

２.３　 文献质量评价　 聘请 ２ 名运动训练学及 ２ 名运

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具有博士学历或高级职称)
对 ４０ 篇文献采用 Ｊａｄａｄ 量表[５４] 进行质量评价ꎮ 评价

结果显示ꎬＪａｄａｄ 评分为 ４ 的有 １０ 篇ꎬ评分 ３ 的 ２４ 篇ꎬ
评分 ２ 的 ６ 篇ꎬ文献整体质量较高ꎬ符合 Ｍｅｔａ 分析的

需要ꎮ
２.４　 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的影

响　 研究对儿童青少年分为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２ 个亚

组进行分析ꎬ绘制 Ｍｅｔａ 分析森林图(见图 ２)ꎮ 结果显

示ꎬ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学龄儿童工作记忆影响的文

献共 ２７ 篇ꎬ青少年组文献共 ７ 篇ꎮ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

示学龄儿童组 χ２ ＝ ５９.３２ꎬｄｆ ＝ ２６(Ｐ<０.０１)ꎬＩ２ ＝ ５６％ꎻ青
少年组 χ２ ＝ １１.４１ꎬｄｆ ＝ ６(Ｐ ＝ ０.０８)ꎬＩ２ ＝ ４７％ꎻ总体的异

质性 χ２ ＝ ８１.９９ꎬｄｆ ＝ ３３(Ｐ<０.０１)ꎬＩ２ ＝ ６０％ꎻ文献呈中度

异质性ꎬ根据 Ｍｅｔａ 分析异质性判定标准[１２－１３] 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学龄儿童组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１３６.９８ꎬＺ ＝ ２１.７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４.６５ ~ １４９.３１ꎻ青
少年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 ９５. ７８ꎬＺ ＝ ９.０８ꎬ９５％ ＣＩ ＝
７５.１１ ~ １１６. ４６ꎻ总效应值 ＷＭＤ ＝ １２６. １７ꎬ Ｚ ＝ ２３. ３５ꎬ
９５％ＣＩ ＝ １１５.５８ ~ １３６.７６ꎬ所有分组效应值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因此ꎬ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

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忆能力具有提升作用ꎮ 采用剪

补漏斗图法对所纳入的文献进行发表偏倚检验ꎬ检验

结果显示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

影响的相关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ꎬ研究纳入的文献质

量较高ꎬ结果可靠性强ꎮ

图 ２　 中等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影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８５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２.５　 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的影响

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学龄儿童工作记忆影响的文献共 ５
篇ꎬ青少年组文献共 ３ 篇ꎮ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学龄

儿童组 χ２ ＝ １５.０９ꎬｄｆ ＝ ４(Ｐ ＝ ０.００)ꎬＩ２ ＝ ７３％ꎬ青少年组
χ２ ＝ ０. ３６ꎬｄｆ ＝ ２ ( Ｐ ＝ ０. ８４)ꎬ Ｉ２ ＝ ０ꎬ总体异质性 χ２ ＝
１５.９２ꎬｄｆ ＝ ７(Ｐ ＝ ０.０３)ꎬＩ２ ＝ ５６％ꎮ 儿童组文献呈高度

异质性ꎬ青少年组文献无异质性ꎬ总体呈中度异质性ꎬ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学龄儿童组的合并效

应值 ＷＭＤ＝ －６.０５ꎬＺ ＝ ０.３８ꎬ９５％ＣＩ ＝ －３７.１５ ~ ２５.０６ꎻ
青少年组合并效应值 ＷＭＤ ＝ ８.５１ꎬＺ ＝ ０.６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９.１２ ~ ３６.１３ꎻ总效应值 ＷＭＤ ＝ ２.０９ꎬＺ ＝ ０.２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８.５７ ~ ２２.７４ꎬ亚组和总体效应值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因此ꎬ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

年的工作记忆能力没有提升和改善作用ꎮ 见图 ３ꎮ 文

献发表偏倚检验结果显示ꎬ研究所纳入的高强度体育

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影响的相关研究文献不

存在发表偏倚ꎬ文献质量较高ꎬ结果可靠性强ꎮ

图 ３　 高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影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３　 讨论

近年来ꎬ国内外关于不同运动强度对工作记忆影

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研究相对较少ꎬＲａｔｈｏｒｅ 等[５５] 通过对 １５
篇不同运动强度对健康成年人工作记忆影响的文献

研究发现ꎬ中等强度体育运动能够提升成年人的工作

记忆能力ꎬ 高强度体育运动则不能ꎮ 解超等[５６] 在

２０１７ 年以我国学龄儿童为样本ꎬ以工作记忆作为研究

的子维度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我

国学龄儿童的执行功能具有积极影响ꎬ对执行功能子

维度的工作记忆也具有提升作用ꎮ 董俊[５７] 在 ２０１８ 年

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 ２６ 项研究分析后发现ꎬ中等强度有氧

运动对学龄儿童的工作记忆刷新功能具有提升作用ꎬ
而高强度有氧运动无提升作用ꎮ 记忆刷新能力是工

作记忆中央执行功能的核心ꎬ是大脑根据接收到的信

息对自身认知的内容不断进行更正的处理过程ꎬ其主

要功能是监控接收到的外界信息ꎬ不断更新记忆中的

原始信息ꎬ起到修正复杂认知活动的作用ꎮ 体育运动

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原理是在运动干预后个体的脑激

活模式中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额下回、左侧额

中回、左侧中央后回、左侧颞叶内侧、左侧颞上回、左
侧海马和右侧后扣带回等脑区的激活增强ꎬ工作记忆

能力显著提升[３１] ꎮ Ｃｈｅｎ 等[５８]在 ２００７ 年研究发现ꎬ工
作记忆的所有中央执行功能中ꎬ记忆刷新能力具有一

定可塑性ꎬ该可塑性没有年龄差异ꎬ可以对不同年龄

段人群的流体智力产生积极的影响ꎬ而体育运动是提

升儿童青少年人群工作记忆能力的有效手段ꎮ Ｊａｅｇｇｉ
等[５９－６１]的研究都印证了 Ｃｈｅｎ 等[５８] 的研究结果ꎬ工作

记忆刷新功能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儿童青少年的流体

智力ꎬ而体育活动是训练儿童青少年工作记忆能力的

有效手段之一ꎮ 学术界对于体育活动运动量对儿童

青少年是否存在剂量效应一直存在分歧ꎮ 白雪[６２] 在

２０１４ 年以 ８０ 名大学生为研究样本ꎬ以不同强度的有

氧运动对研究对象进行训练ꎬ同时测量样本实验前和

实验后的工作记忆刷新水平ꎬ结果显示ꎬ中等强度组

的研究对象工作记忆对样本的工作记忆提升水平最

佳ꎬ而高强度有氧运动对样本工作记忆则会产生损

害ꎮ 赵莉[２０]在 ２０１４ 年以不同运动强度的篮球训练为

主要干预手段ꎬ对小学四年级学龄儿童进行研究ꎬ结
果显示中等强度组学龄儿童记忆功能提升水平最高ꎬ
高强度组样本的记忆刷新水平没有显著提升ꎮ 张蓉

等[６３－６４]研究认为运动性疲劳会导致心理疲劳的出现ꎬ
而心理疲劳是导致认知能力(反应、注意力、记忆能

力)下降的主因ꎮ 运动性疲劳可能是导致高强度运动

不能提升儿童青少年人群工作记忆能力的主要原因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对儿童

青少年工作记忆能力具有一定的提升和改善作用ꎬ高
强度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忆能力没有积

极影响ꎮ 在运用体育活动手段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工

作记忆提升训练时ꎬ应将强度控制在中等强度才能达

到促进儿童青少年人群工作记忆能力的效果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由于 Ｍｅｔａ 分析模型的限制ꎬ其

它工作记忆的测量方法结局指标不能纳入到本研究

中ꎬ可能会造成纳入文献存在偏倚ꎬ有待后续研究进

行其它测量方法的 Ｍｅｔａ 分析以印证本研究结果ꎻ同
时ꎬ由于工作记忆发展具有年龄特点ꎬ为防止不同年

龄段研究对象带来的异质性ꎬ研究对不同青少年、儿
童人群进行了亚组分析ꎬ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存

在ꎬ由于篇幅所限ꎬ拟在后续研究中应采用 Ｍｅｔａ 回归

方式对不同运动方式、运动周期、运动频率以及运动

时间对研究的异质性来源进行深入分析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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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健康行为测评指标体系理论模型与实测

数据适配良好ꎬ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合理

性ꎮ 中学生的健康行为评价是一项具有发展性和探

索性的工作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ꎮ 在高速发

展的时代ꎬ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因素复杂且多

变ꎬ通过筛选众多专家的意见得出的评估指标ꎬ也仍

要注意指标选取不够全面的情况发生ꎮ 其次ꎬ我国地

域广泛ꎬ本研究指标虽然具有普适性ꎬ但针对部分地

区仍难以做到每个指标都是最具代表性的ꎮ 在指标

确定的过程中ꎬ层次分析法属于主观赋值的一种方

法ꎬ避免不了主观赋值的弊端ꎮ 同时ꎬ本研究仅是指

标体系的构建ꎬ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用于实践并逐

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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