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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与动作能力发展之间的相关性ꎬ以期为促进青少年体力活动提供新视

角ꎮ 方法　 选取北京市某中学 １２~ １４ 岁 １５３ 名初中生(男 ７３ 名ꎬ女 ８０ 名)为研究对象ꎮ 采用加速度计(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记录研究对象连续 ７ ｄ 的体力活动ꎬ采用动作能力测试量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ＭＡＢＣ－２)评估其动作能力发展水平ꎮ 结果　 研究对象平均每天参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的时间为 ４２.１５ ｍｉｎꎬ满足世界卫生组织体力活动指南推荐量的占 １５.７％ꎮ 动作能力发展处于平均水平的占

５６％ꎮ ＭＶＰＡ 与物体控制能力得分呈正相关( ｒ＝ ０.２０ꎬＰ<０.０５)ꎬ低强度体力活动与精细动作得分之间呈正相关( ｒ ＝ ０.２３ꎬＰ
<０.０１)ꎻ男生 ＭＶＰＡ 与物体控制之间存在正相关( ｒ＝ ０.２９ꎬＰ<０.０５)ꎬ在女生中未发现二者间的相关性ꎮ 结论　 青少年参与

ＭＶＰＡ 的时间依然不足ꎬ基于体力活动和动作能力间的关系ꎬ以发展物体控制能力为出发点促进青少年参与 ＭＶＰＡ 的方

法ꎬ为体力活动促进提供了新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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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活动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使身体能

量消耗增加的身体活动[１] ꎬ规律参加体力活动不仅可

以提高儿童青少年的认知水平、社交能力和心理发

展[２] ꎬ还可以提高健康相关体质ꎬ如心肺耐力、肌肉力

量和耐力[３] ꎮ 尽管参与体力活动有诸多健康益处ꎬ但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的数据表明[４] ꎬ世界范围内 １１

~ １７ 岁的儿童少年中仍有 ７８％的男生和 ８５％的女生

未达到 ＷＨＯ 体力活动推荐量ꎮ
２００８ 年ꎬＳｔｏｄｄｅｎ 等[５] 建立了影响体力活动的动

态理论模型ꎬ首次将动作能力作为体力活动的重要影

响因素ꎮ 动作能力分为移动能力和物体控制能力ꎬ是
儿童青少年参与体力活动的基础ꎮ 个体在青少年时

期具备一定水平的动作能力才有可能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ꎬ因此ꎬ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ꎮ 已

有研究表明ꎬ 动作能力是体力活动的积极预测因

子[６－８] ꎬ但以往研究多采用主观方式测量体力活动ꎮ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等[９]认为ꎬ儿童青少年很难准确回忆起他们

参与体力活动的情况ꎮ 因此ꎬ本研究采用客观方式测

９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量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ꎬ探讨青少年日常体力活动水

平与动作能力发展之间的相关性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ꎬ抽取北京某中学初

一、初二共 １５３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其中男生 ７３ 名ꎬ女
生 ８０ 名ꎮ 入选标准:智力正常ꎬ无心血管疾病、运动系

统功能障碍和其它重要器官器质性病变者ꎮ 测试时

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１ 月ꎮ 受试者自愿参加ꎬ其父母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已通过北京体育大学伦理委员

会审批(编号:２０１９１０１Ｈ)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力活动水平测量　 体力活动水平采用 Ａｃｔｉ￣
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型号加速度计进行测量ꎬ受试者连续佩

戴 ７ ｄ(５ 个上学日和 ２ 个休息日)ꎬ评估其体力活动水

平ꎮ 加速度计佩戴在学生右侧髋部ꎬ要求受试者起床

后佩戴ꎬ睡觉前摘下ꎬ洗澡和游泳时摘下ꎮ 体力活动

的测试时间是 ９ 月和 １０ 月ꎮ 有效数据的筛选参考

Ｃｏｒｄｅｒ 等[１０]提出标准:(１)至少包括 ２ 个上学日和 １
个休息日ꎻ(２)每个有效日至少 １０ ｈ 佩戴时间ꎻ(３)一

个有效佩戴小时要包括至少 ４０ ｍｉｎ 的非零数据ꎮ
Ｃｏｕｎｔｓ 值的划分依据文献[１１]ꎬ静坐少动(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为 ０ ~ １００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ꎻ低强度体力活动( ｌｉｇｈ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ＬＰＡ)为 １０１ ~ ２ ２９５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ꎻ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ＰＡ) 为 ２ ２９６ ~
４ ４１１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ꎻ高强度体力活动(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ＶＰＡ)为≥４ ０１２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ꎻＭＶＰＡ 为≥２ ２９６
ｃｏｕｎｔｓ / ｍｉｎꎬ为 ＭＰＡ 与 ＶＰＡ 之和ꎮ
１.２.２　 动作能力测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ＭＡＢＣ －２) 　 测量青少年动

作能力发展水平ꎮ １２ ~ １４ 岁青少年动作能力测试包

括精细动作、物体控制和平衡能力三部分ꎮ 其中精细

动作分为翻转钉子、拼三角形、描轨迹ꎻ物体控制分为

单手抓握和击中目标ꎻ平衡能力分为静态平衡、动态

平衡、锯齿跳ꎮ 动作能力测试时间与体力活动一致ꎬ
二者同时进行测量ꎮ 在测试前对测试人员进行培训ꎬ
确保每名测试人员能熟练掌握该测试方法ꎮ 每个项

目测试 ２ 次ꎬ取最优值ꎬ测试结束后将 ８ 个原始成绩按

照标准分转化表转化成标准分ꎬ三部分标准分相加得

到最终的动作能力得分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ꎮ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ꎬ性别间的差异采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处理ꎬ不同水平体力活动与动作

能力发展的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和偏相关进行分

析ꎮ 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力活动情况 　 如表 １ 所示ꎬ男生和女生参与

ＬＰＡ 和 ＭＰＡ 的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男

生参与 ＶＰＡ 的时间多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在 ＭＶＰＡ 方面ꎬ男女生之间的时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此外ꎬ有 ２４ 人每天参与 ＭＶＰＡ
的时间达到了 ６０ ｍｉｎꎬ满足世界卫生组织体力活动指

南推荐量[４] ꎬ达标率为 １５.７％ꎮ

表 １　 １２ ~ １４ 岁少年体力活动情况(ｘ±ｓꎬｍｉｎ / ｄ)

性别 人数 ＬＰＡ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男　 ７３ ２１４.８±５８.２ ３１.０±２１.５ １５.８±８.３ ４４.３±１７.２
女　 ８０ ２１１.９±４９.９ ２８.４±１１.６ １２.９±８.２ ４１.３±１７.３
合计 １５３ ２１３.３±５３.８ ２９.６±１６.９ １４.３±８.４ ４２.７±１７.２
ｔ 值 ０.３４ ０.２７ ２.１９ １.５４
Ｐ 值 ０.７４ ０.７９ ０.０３ ０.１３

２.２　 动作能力发展情况　 如表 ２ 所示ꎬ男生的物体控

制能力得分高于女生(Ｐ<０.０１)ꎬ而女生的平衡能力得

分高于男生(Ｐ<０.０１)ꎮ 精细动作和动作能力总分方

面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ꎮ 将

ＭＡＢＣ－２ 中动作能力总得分范围按三分位数法分为 ３
份ꎬ处于中间 １ / ３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５６％ꎮ

表 ２　 １２ ~ １４ 岁少年动作能力发展状况(ｘ±ｓ)

性别 人数 精细动作 物体控制 平衡能力 总得分
男 ７３ １２.１±６.７ １２.４±２.４ ９.６±２.５ １１.４±２.６
女 ８０ １１.６±２.７ １０.３±３.１ １１.１±２.４ １１.４±２.３
合计 １５３ １１.８±４.９ １１.３±３.１ １０.４±２.６ １１.４±２.４
ｔ 值 ０.５７ ４.６７ －３.８７ ０.０６
Ｐ 值 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５

２.３　 不同强度体力活动与动作能力发展的相关性分

析　 表 ３ 显示ꎬＬＰＡ 和精细动作得分有相关性( ｒ ＝
０.２１)ꎮ 物体控制能力和 ＭＶＰＡ 呈正相关( ｒ ＝ ０.１８ꎬＰ
＝ ０.０３)ꎮ

表 ３　 １２ ~ １４ 岁少年不同水平体力活动

时间与动作能力发展的相关分析( ｒ 值ꎬｎ ＝ １５３)

动作能力 ＬＰＡ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精细动作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９
物体控制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８∗

平衡能力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１
总得分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不同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动作能力发展的偏相

关分析 　 控制性别和年龄后ꎬＬＰＡ 时间和精细动作、
ＭＰＡ 和物体控制、ＭＶＰＡ 和物体控制间均存在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２.５　 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动作能力发展的关系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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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指南推荐量(ＭＶＰＡ≥６０ ｍｉｎ / ｄ) [４] 为标准ꎬ将其

分为满足 ＷＨＯ 标准和未满足 ＷＨＯ 标准两组进行分

析ꎮ 结果发现ꎬ满足 ＷＨＯ 组的 ＬＰＡ 与精细动作的相

关系数 ｒ ＝ ０.４９ꎬ而未满足 ＷＨＯ 的相关系数 ｒ ＝ ０.１８ꎻ满
足 ＷＨＯ 标准组的 ＭＶＰＡ 与物体控制之间的 ｒ ＝ ０.２９ꎬ
未满足推荐标准组的 ｒ ＝ ０.１２ꎮ 见表 ５ꎮ

表 ４　 １２ ~ １４ 岁少年不同水平体力

活动与动作能力的偏相关分析( ｒ 值ꎬｎ ＝ １５３)

动作能力 ＬＰＡ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精细动作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７
物体控制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２０∗

平衡能力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６
总得分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５　 １２ ~ １４ 岁少年动作能力发展

与体力活动是否满足 ＷＨＯ 标准组别的关系( ｒ 值)

动作能力
满足 ＷＨＯ 标准(ｎ ＝ ２４)

ＬＰＡ ＭＶＰＡ
未满足 ＷＨＯ 标准(ｎ ＝ １２９)

ＬＰＡ ＭＶＰＡ
精细动作 ０.４９∗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４
物体控制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２∗

平衡能力 ０.２９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１５
总得分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ꎮ

２.６　 不同性别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 ６ 可知ꎬ男生 ＬＰＡ
和精细动作、ＭＶＰＡ 和物体控制之间均呈正相关(Ｐ 值

均< ０. ０５)ꎮ 女生中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表 ６　 １２ ~ １４ 岁男生体力活动与动作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ｒ 值ꎬｎ ＝ ７３)

动作能力 ＬＰＡ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精细动作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８
物体控制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２１∗

平衡能力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６
总得分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１５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体力活动和动作能力在促进青少年生长发育和

体质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ꎬ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发现ꎬ研究对象平均每天参与

ＭＶＰＡ 的时间为 ４２.７ ｍｉｎ / ｄꎬ男生较女生略长ꎬ但均未

达到 ＷＨＯ 推荐量ꎬ与 Ｖｌａｄｏ 等[１２] 研究一致ꎮ 王超

等[１３]于 ２０１３ 年用客观测量方法测试了 １１ 座城市的

２ １６３名 ９ ~ １７ 岁的儿童青少年ꎬ发现研究对象每天进

行 ＭＶＰＡ 时间为 ２８.２６ ｍｉｎ / ｄꎬ与 ＷＨＯ 推荐量差距更

大ꎮ 此外ꎬＬｏｐｅｓ 等[１４]对葡萄牙 １０３ 名平均年龄 １３.４９
岁的青少年使用加速度计测量体力活动发现ꎬ研究对

象每天参加 ＭＶＰＡ 的时间为 ５７.６７ ｍｉｎꎬ远高于本研究

结果ꎮ 本研究中满足 ＷＨＯ 儿童少年体力活动指南推

荐量的仅有 １５.７％ꎬ达标率较低ꎬ提示应更加重视青少

年体力活动的促进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生的物体控制能力优于女

生ꎬ与 Ｈａｒｄｙ 等[１５－１６]研究显示一致ꎬ而李静[１７] 研究显

示ꎬ不同性别儿童物体控制能力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与本研究不一致ꎮ 原因可能是男生更多的参与球

类项目ꎬ而球类运动需要更强的控制能力以及手眼的

协调能力ꎬ因此ꎬ男生的物体控制能力优于女生ꎮ 女

生更多的是被鼓励参与强度较小且安全性较高的移

动项目ꎬ因此女生的平衡能力优于男生ꎮ 虽然男生的

物体控制能力高于女生ꎬ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提高

的空间ꎬ刁玉翠等[１８－１９] 的研究表明ꎬ我国儿童的物体

控制能力发展落后与同龄的美国儿童ꎮ 因此ꎬ应该重

视我国儿童青少年物体控制能力的发展ꎮ
本研究显示ꎬ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动作能力之间呈

正相关ꎮ ＭＶＰＡ 与物体控制之间呈积极关系与 Ｈｕｍｅ
等[２０－２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随着动作能力的发展ꎬ儿
童青少年获得了动作技能后就会参与到实际的运动

项目中ꎬ男生多会参加球类运动ꎬ女生则会参加丢沙

包等游戏ꎬ会更具趣味性ꎮ 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偏相关

分析发现ꎬＭＰＡ 与物体控制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也说明了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与动作能力之间的关系ꎮ
本研究发现满足标准组的相关系数高于未满足标准

组ꎬ说明随着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增加ꎬ二者之间的

相关性有加强的趋势ꎮ 提示解决少年体力活动不足

问题ꎬ还可以通过提高其动作能力的方式ꎬ让青少年

在不同的运动中积极的展现自己ꎬ获得愉悦感ꎬ从而

喜欢上运动ꎮ 大多数技能相关体育项目的运动强度

都在中等强度以上ꎬ可以增加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时

间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生的动手能力与 ＬＰＡ、物体

控制与 ＭＶＰＡ 相关ꎬ与 Ｈｕｍｅ 等[２０]的研究一致ꎮ 男生

比女生更多的被鼓励参与体力活动ꎬ而且参与的是一

些全面、复杂的运动项目ꎬ因此ꎬ在男生中显示出了积

极的关系ꎮ 在女生中未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ꎬ与 Ｖｌａ￣
ｄｏ 等[１２]的研究一致ꎬ而 Ｈｕｍｅ 等[２０] 报告了在女生样

本 ＶＰＡ 和移动能力及 ＶＰＡ 和移动能力与物体控制总

体相关性较低ꎮ 提示物体控制能力在男生的运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ꎬ移动能力在女生参与体育运动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提示男女生所侧重的动作能力有

所不同ꎬ但全面发展动作能力对于促进体力活动来说

十分必要ꎮ
综上所述ꎬ青少年参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时间

依然不足ꎬ基于体力活动和动作能力间的关系ꎬ以发

展物体控制能力为出发点促进青少年参与中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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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的方法ꎬ为体力活动促进提供了新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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