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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体育干预对青少年健康促进作用的总体概况、研究趋势、国际热点等ꎬ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数

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进行检索ꎬ提取与本研究领域相关文献数据ꎬ经过筛选后ꎬ确定

１ ２４２篇文章为研究样本数据ꎮ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科学计量学分析软件对主题共词、共被引文献、作者等数据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４３ 个国家在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领域有一定的研究ꎬ发文量最高的 ５ 个国家为美国(５２５ 篇)、澳大利亚(１８１ 篇)、英
国(１３１ 篇)、加拿大(１０７ 篇)、荷兰(７３ 篇)ꎬ共 １ ０１７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８１.９％ꎻ研究频次前 １０ 名机构主要分布在美国及澳

大利亚ꎻ以 Ｌｕｂａｎ 及 Ｐａｔｅ 为核心的团队ꎬ研究成果具有较高代表性ꎮ 近年来国外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的研究中ꎬ青少

年肥胖持续受到国外该领域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ꎻ前沿话题集中在智能电子产品在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实践中的应用、运
动环境对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正向影响以及青少年脑健康的体育干预方式ꎮ 结论　 体育干预青少年研究仍处于新兴阶段ꎬ
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ꎮ 美国、澳大利亚在该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ꎬ未来中国可参考其前沿研究ꎬ制定相关的体育干预

促进青少年健康的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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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倍受社会关注ꎬ而体育干预

是改善该问题的重要手段[１－２] ꎮ 以往研究中ꎬ学者从

不同角度论证了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的作用ꎮ Ｌｕｂａｎｓ
等[３]基于社会认知理论ꎬ通过 ＡＭＯＳ 模型[４] 、线性混

合模型[５] 研究青少年运动与肥胖、身体活动能力及心

理之间的联系ꎻＯｋｅｌｙ 等[６] 基于行动学习框架ꎬ利用学

校体育健康干预手段促进青春期女生的体育活动研

究ꎮ 近几年ꎬ学者开始重视对以往的研究进行系统综

述ꎬ研究多应用元分析方法论证体育活动对青少年肥

胖的有效性[７－８] 、 体育活动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因

素[９－１１] 、如何利用体育项目减少青少年攻击性行

为[１２] ꎬ以及对以往体育活动干预青少年机制研究的质

疑ꎬ并提出了(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ｉｅｓꎬＴＥＯ)概念[１３] ꎮ

大样本可视化分析可以直观、全面了解研究领域

的总体概况、发展脉络等ꎬ在医疗、经济等学科已经广

９６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泛应用[１４－１５] ꎮ 文献计量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为科学

理论的形成提供信息[１６] ꎮ 知识图谱是根据专家、机
构、出版物、引文等生成系统化的研究领域ꎬ从而发现

它们之间关系、演进规律及前沿动态等[１７] 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ꎬ并在

科学计量学(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数据和信息可视化(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

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ꎬ也称之为

“科学知识图谱”ꎬ是显示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种图像[１８－１９] ꎮ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ꎬ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分析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

研究国家、作者、机构及期刊发文量趋势等特征ꎬ为该

领域研究人员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在对网络文献数据库进行比较后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选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 作为研究数据来

源ꎮ 因 ＷｏＳ 覆盖了完整的条目数据、被引用的参考数

据和全文链接ꎮ 选择关键词时ꎬ充分考虑其有效性及

代表性ꎬ在对青少年健康相关问题关键词和体育干预

共同进行检索后ꎬ通过对结果进行检验ꎬ确定使用 ＴＳ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复合式搜索ꎬ可以

最大程度涵盖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相关问题研究ꎮ
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的相关文献ꎬ文献类型为“期

刊”、语种为“英文”的完整记录和全文本的格式下载ꎬ
进行筛选后ꎬ确定 １ ２４２ 篇文献为研究样本ꎮ 在研究

时间节点选择上ꎬ本研究选择近 １８ 年来的研究成果进

行分析ꎬ可对较近期影响青少年健康问题的主要因

素ꎬ以及如何运用体育手段进行干预有较好的把握ꎮ
首先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别建立高频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项目ꎬ得出

该类研究总体趋势ꎻ其次对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研究

领域的知识集群进行分类ꎬ识别该领域知识图谱中的

主要集群ꎻ描述突发性共被引文献ꎬ了解有较大影响

力的研究、报告的主题及发生的时间范围ꎮ 最后对重

要关键字的来源、发展和现状进行时间轴分析ꎬ根据

文章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ꎬ可以发现体育干预青少年

健康研究热点和新兴趋势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发文量概况　 图

１ 表明ꎬ从 ２０００ 年的年发文量 １２ 篇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４１ 篇ꎬ其中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研究结果发表量大幅增

长ꎬ占总发文量的 ８１.３％ꎬ４３ 个国家参与体育干预青

少年健康相关的研究ꎮ 发文量最高的 ５ 个国家发文总

数是总发文量的 ８１.９％ꎻ其中美国发文量最多ꎬ共 ５２５
篇ꎬ其次是澳大利亚(１８１ 篇)、英国(１３１ 篇)、加拿大

(１０７ 篇)、荷兰(７３ 篇)等以欧美为中心的国家ꎮ
在国际合作网络图谱中ꎬ高频国家之间都有较明

显的合作关系ꎮ 与美国联结比较显著的有加拿大、瑞
士、比利时等ꎻ与澳大利亚合作较紧密的有新西兰、比
利时、中国等ꎻ与英国联结较显著的国家是新加坡、韩
国、卡塔尔、威尔士、津巴布韦等ꎻ以丹麦为中心联结

较明显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葡萄牙等ꎮ 联结显著的

几个国家间有相似的研究主题及研究领域ꎮ 见图 ２ꎮ

图 １　 各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发文量

图 ２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

　 　 具有突发性的国家为美国 ( ２１. ６７)ꎬ突发时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ꎻ 希腊 ( ３. ２２)ꎬ 突发时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ꎻ南非 ( ４. ６３)ꎬ 突发时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ꎻ 爱尔兰

(３.８６)ꎬ突发时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以上 ４ 个具有突发

性的国家ꎬ除美国外ꎬ在该领域都不具有较高的中心

性ꎬ但其在某一时间段具有突发性ꎬ说明在该阶段的

相关研究受国际关注度较高ꎮ
２.２　 核心作者、机构合作网络　 在本研究中ꎬ研究频

次较高的作者在体育运动对青少年群体干预相关研

究的关注度较高ꎬ研究历时较长ꎬ这类作者不同时期

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演变进程ꎮ
可视化数据显示ꎬ研究频次高且中心性高的作者有

Ｐａｔｅ(０.０２)、Ｌｕｂａｎｓ(０.０２)、Ｏｋｅｌｙ(０.０１)ꎬ研究频次较

低但中心性较高的作者有 Ｄｅｆｏｒｃｈｅ ( ０. ０１)、 Ｓａｌｍｏｎ
(０.０１)ꎬ研究频次与中心性较高的作者在此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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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有较重要的联结作用ꎬ研究频次低、但中心性较

高的作者所涉及的相关研究有重要的联结作用ꎮ
机构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为纽卡斯尔大学(Ｎｅｗ￣

ｃａｓ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但不具有高的中心性ꎻ第二为迪肯

大学( Ｄｅａｋ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中心性为 ０.２４ꎬ证明相关研

究的联结作用较明显ꎻ其次明尼苏达州大学(Ｍｉｎｎｅｓｏ￣
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其中介中心联结也不显著ꎮ 中心性排

名较高的为根特大学( Ｇｈ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０.２６)、北卡罗

莱纳大学(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０.２４)、迪肯大学

(Ｄｅａｋ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０.２４)、圣地亚哥州立大学(Ｓａｎ Ｄｉ￣
ｅｇ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０.２３)ꎮ 通过图谱可视化分析ꎬ与
中心性最高的根特大学联结较强的机构为哥德堡大

学(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Ｖｒｉ￣
ｊ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莱布尼茨学会(Ｌｅｉｂｎｉｚ－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等ꎮ 与迪肯大学相关研究主题相似度较高

的机构为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Ｊｏｈｎ
Ｍｏｏｒ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香 港 大 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维多利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等ꎮ 在研

究频次最高的 １０ 所大学中ꎬ３ 所位于美国ꎬ３ 所位于澳

大利亚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加拿大各 １ 所ꎮ 纽卡斯

尔大学在该领域发表了 ３２ 篇论文ꎬ其次是迪肯大学

(３０ 篇)、明尼苏达大学(２６ 篇)、卧龙岗大学(２６ 篇)ꎮ
从机构、作者的合作网络可视图中可知ꎬ核心研

究机构与核心作者的联系紧密ꎮ Ｐａｔｅ 与 Ｔｒｏｓｔ 同来自

卡罗莱纳州立大学ꎬ他们在早期对不同体质青少年身

体活动量的影响因素及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健康的影

响研究有较多共同合作ꎮ Ｌｕｂａｎｓ 与 ＭｏｒｇａｎꎬＯｋｅｌｙ 同

为纽卡斯尔大学学者ꎬ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关注体育干预促

进青少年健康问题的研究ꎮ
２.３　 突发性被引文献　 文献的突发性被引说明其在

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背景事件ꎬ从而某

种程度上激发了研究问题的聚焦ꎬ在体育干预促进青

少年健康研究领域ꎬ突发性文献集中在文献综述与全

球青少年体质报告研究中ꎮ
　 　 较早且突发性较高的文献是 Ｓｔｒｏｎｇ 等[２０] 对学龄

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对身体健康和行为结果的影响ꎬ并
为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制定提供理论依据ꎬ突发时间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ꎻ其次突发性较高且突发范围离目前较

近的研究有 Ｊａｎｓｓｅｎ 等[２１]从 ７ 个健康指标(高胆固醇、
高血压、代谢综合征、肥胖、低骨密度、抑郁和损伤)讨

论青少年身体活动量、强度和类型的分级ꎻ在被引文

献中ꎬ突发性最高的为有效实施非传染性疾病预防规

划ꎬＨａｌｌａｌ 等[２２]对全球体育活动水平(１２２ 个国家的成

年人和 １０５ 个国家的青少年)的数据报告分析ꎬ突发

性为 １６.２９ꎬ持续时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高突发性前 １０ 位被引文献

序号 文献题目 突发性时间 突发性 被引次数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６.２９ １ ５７５
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４.４７ １ ３５４
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９.３２ １ ９８７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８.６８ ２６７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ｕｐｄａｔｅ
５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８.６３ ６７０
６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７.９８ ８６２
７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７.９８ ３７５
８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Ｕ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２９ １ ９３３
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６.９９ ３９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６.７０ ４６４

２.４　 研究热点演进　 研究热点可以认为是在某个领

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者多个话题[２３] ꎮ 数据结

果显示ꎬ研究热点出现频次较高的时间在 ２００４ 年

(２３)、２００５ 年(３０)、２００６ 年(２１)、２００８ 年(２３)、２０１０
年(４０)ꎬ表明研究人员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的以上

时间段对体育运动对青少干预的研究关注度较高ꎮ
　 　 由图 ３ 可见ꎬ本研究热点演进过程中ꎬ从体育运动

(２０００)、锻炼(２００２)、身体练习(２００３)这些与体育相

关度较高的热点词ꎬ向与体育及青少年有一定相关

性ꎬ但主题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ꎮ 体育相关方面内

容从风险(２０００)、强度(２００５)、健身(２００５)往运动参

与(２００８)、消耗(２００８)、康复(２０１０)、熟练(２０１０) 等

方面演进ꎻ在关于青少年健康方面内容研究上ꎬ学者

在健康促进的研究中不断细化ꎬ往外形(２００４)、肥胖

(２００４)、患病率(２００５)、身体质量指数(２００６)、外伤性

脑损伤(２００９)、脑震荡(２０１０)、代谢综合征等生理方

面问题演进ꎻ在青少年心理问题上ꎬ研究人员一直较

关注青少年的运动动机(２００３)ꎬ在体育干预青少年问

题行为的研究中ꎬ青少年吸烟(２０００)、饮酒(２００４)、药
物滥用(２００５)行为的研究较多ꎬ最近研究的热点词在

享受(２０１３)、精神健康(２０１５)等问题上探讨ꎮ
研究对象从青少年(２０００)这个大群体ꎬ逐渐向不

同性别(２００３)、不同年龄段(２００５)、不同地区(２００６)、
种族( ２００６ ) 及在不同经济条件下成长的青少年

(２００８) 等群体发展ꎻ 研究方法热点词演进为实验

(２００１)、策略 ( ２００４)、 随机对照实验 ( ２００５)、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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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关联分析(２００８)、测验(２０１０)、预测(２０１１)、
自我报告(２０１３)、元分析(２０１６)ꎮ

中心性较高的为锻炼(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０.３０)、现状(ｐｒｅｖ￣
ａｌｅｎｃｅꎬ０.２４)、身体活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０.１１)、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０.１１)ꎬ其中锻炼、身体活动的共现频次

和中心性比较高ꎬ说明是该领域探讨的主要内容ꎬ现
状的研究频次相对较低ꎬ但中心性却最高ꎬ表明其在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中有着较重要的联结

作用ꎮ
突发 性 高 的 关 键 词 为 元 分 析 (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１２.３１)、 脑震荡 ( ｃｏｎ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７. ４７)、 症状 ( ｓｙｍｐｔｏｍꎬ
５.９０)、体育(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５.７１)ꎬ以上高频共现

关键词突发时间集中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可以推断出近

期的前沿研究集中在该类主题及方法中ꎮ 见表 ２ꎮ

图 ３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引文演进情况

表 ２　 体育干预促进青少年健康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与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体育活动) ３７０ ０.１１
２ ｈｅａｌｔｈ(健康) １９０ ０.０８
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锻炼) １７２ ０.３０
４ ｏｂｅｓｉｔｙ(肥胖) １５０ ０.０４
５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行为) １３５ ０.０４
６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超重) １１８ ０.０２
７ ｓｃｈｏｏｌ(学校) ９８ ０.０６
８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参与) ８７ ０.１１
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流行) ８７ ０.２４

１０ ｒｉｓｋ(风险) ７２ ０.０６

３　 讨论

３.１　 体育干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热点　 自 ２１ 世

纪初ꎬ体育干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早期研究中ꎬ有国

外学者针对青少年身体活动量的不足对青少年群体

产生众多不良的后果做研究ꎬ如青少年肥胖、超重引

发的 身 体 功 能 下 降 及 相 关 疾 病 做 了 详 细 的 阐

述[８ꎬ２４－３５] ꎮ 利用体育运动的方式降低青少年肥胖问

题ꎬ是该领域研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研究热点ꎬ起初

探讨缺乏运动是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因素ꎬ强调了青少

年身体活动量的重要性ꎬ 如 Ｔｒｏｓｔ 等[２４] 通过使用

ＣＳＡ７１６４ 加速度计对 １３６ 名非肥胖儿童和 ５４ 名肥胖

儿童 ７ ｄ 内身体活动量、自我效能量表和自我报告量

表的收集ꎬ分析指出缺乏运动是儿童肥胖的重要因

素ꎬ同时社会环境、父母支持也对增加青少年身体活

动有一定的作用ꎻ此后青少年身体活动量对青少年体

质健康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ꎮ 研究人员开

始从青少年的饮食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差异ꎬ学校、家
庭、社区支持的差距等方面研究导致青少年身体活动

量不足的原因ꎮ Ｍｏｔｌ 等[２５]指出ꎬ自我激励在青少年身

体活动中具有有效中介作用ꎻＤｏｗｄａ 等[２６] 得出久坐行

为的群体文化差异与身体活动的关系ꎻ ２００６ 年 Ｐａｔｅ
等[２７]发表的关于学校体育对增加青少年身体活动量

的科学声明指出身体活动量的减少对青少年体质健

康的不良影响以及降低青少年肥胖的重要性ꎬ学校体

育在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中起主导作用ꎮ 从 ２００８ 年

开始ꎬ体育运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干预研究频次逐

步升高ꎬ研究也从探讨青少年身体活动量的相关影响

因素向体育运动对提高青少年群体身体活动量的具

体干预方法及手段研究演进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ꎬ以学校

体育干预为主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发展的研究是高

频、高中心性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ꎮ Ｌｕｂａｎｓ 等[２８－２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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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ꎬ在 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１ 年分别利用以学校为基础

的干预措施来促进青春期女生的体育活动ꎬ之后环境

因素影响青少年运动参与逐渐被关注ꎬ有学者讨论了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联系[３０－３２] ꎮ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利用元分析收集、整理与分析

之前体育干预对肥胖影响的理论研究ꎬ确定影响青少

年肥胖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也是该类研究较为热点

的研究方法[８] ꎮ 通过体育运动参与和锻炼促进身体

健康在相关研究中一直具有较重要地位ꎬ近年来ꎬ体
育干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集中在体育锻炼对疾

病的预防[３３] ꎬ 体育活动对青少年生理变化的影

响[３４－３５] ꎮ
３.２　 体育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热点　 在对青

少年身体活动量降低与各种环境相关因素的影响进

行深入探讨后ꎬ研究人员开始关注青少年身体活动量

与其心理的联系ꎬ近年来ꎬ学者对青少年态度、自我效

能感、来自运动伙伴的社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决定因素

展开剖析[３６－４０] ꎮ
在体育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中ꎬ运动动机的

讨论频次也较高ꎬ运动动机是引导、激发和维持青少

年运动参与的内在心理过程ꎬ在探讨运动动机与青少

年身体活动关系的过程中ꎬ研究人员通过对儿童情境

动机、身体活动参与以及舞蹈游戏享受之间的关系ꎬ
论证了身体活动与运动动机具有相关性[４１] ꎮ 之后研

究人员多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讨论不同教学模式、策略

对青少年运动动机的影响[４２－４３] ꎻ利用动机策略提升青

少年身体活动量[４４] ꎬ以及利用学校体育干预项目提高

学生的锻炼动机[４５] ꎮ
最近体育干预青少年心理研究集中在对青少年

精神健康的讨论上ꎮ 如有学者[４６]通过随机对照实验ꎬ
研究以体育为基础的青少年发展计划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ꎬ结论表明ꎬ干预计划改善了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体育活动水平ꎮ Ｉｓａ￣
ｂｅｌｌｅ 等[４７]对身体活动环境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纵向联

系进行了研究ꎬ表明促进心理健康和预防抑郁症状的

努力可从在非正式团体和团队运动环境促进体育活

动的干预中获益ꎮ 未来研究中ꎬ体育环境可能成为影

响青少年运动动机的重要因素ꎮ
３.３　 体育干预青少年行为问题的研究　 利用体育运

动对青少年吸烟、饮酒、药物滥用等问题行为的干预

研究中ꎬ多集中在两个方面的探讨ꎮ ( １) 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ꎬ学者利用体育干预的实验研究ꎬ论证体育运

动参与在降低以上几大问题行为上有一定的效

果[４８－５０] ꎮ (２)研究人员关注体育运动是否与青少年吸

烟、饮酒与使用违禁药品的问题行为上有相关性ꎬ即
体育运动干预是否能降低这类问题的发生ꎻ这类研究

多集中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ꎬ如 Ｖｅｒｋｏｏｉｊｅｎ 等[５１]使用双变

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ꎬ将积极自我概念、身体质

量指数设为中介变量ꎬ讨论吸烟与运动的关系ꎬ得出:
只有当体育活动被认为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时ꎬ吸
烟与运动才呈负相关ꎻＡｕｄｒａｉｎ￣Ｍｃｇｏｖｅｒｎ 等[５２]对 １ ３７４
名青少年进行健康行为前瞻性纵向调查ꎬ结果表明通

过体育活动来降低青少年吸烟行为的机制之一是回

报ꎻＭｏｄｒｉｃ 等[５３]利用自我管理的问卷调查ꎬ讨论了体

育活动、锻炼、运动参与(运动因素)、学业成就与青少

年药物使用和滥用之间的相关性ꎮ
最近在体育干预青少年问题行为上ꎬ研究人员将

体育作为降低其风险行为发生率的一个因素讨论ꎬ如
Ｈｉｌｌｓ 等[５４]认为需要通过个人和情感力量、文化价值

观、宗教信仰、互相支持的同伴关系和参与体育活动

来降低南非街头儿童的暴力、药物滥用问题ꎮ
３.４　 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研究的前沿热点　 近年来

该领域研究热点是体育运动干预对青少年脑健康的

研究ꎮ 通过电子游戏系统( Ｗｉｉ)帮助患有脑瘫青少年

的康复研究[５５] ꎻ用特定的体育项目促进脑瘫青少年患

者特定运动能力[５６] ꎻ体育运动在对青少年脑震荡的康

复治疗上ꎬ多采用积极康复干预ꎬ包括有氧运动、运动

协调训练及能量管理策略[５７] ꎻ主动康复计划ꎬ包括亚

症状阈值有氧训练、协调训练、有氧训练以及物理治

疗[５８－５９] ꎮ 对大脑的研究一直是医学、心理学等学科领

域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ꎬ而在体育学科中ꎬ体育运动

对大脑促进作用也逐渐成为研究人员探讨的前沿问

题ꎬ在体育学科对大脑的研究中是以该领域研究方法

较先进ꎬ研究理论较成熟的相关心理学、生理学等学

科为基础的ꎮ 因而在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干预的研究

中ꎬ可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ꎬ并多借鉴前沿学科

的研究方法和理论ꎮ
３.５　 体育干预青少年健康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通

过以上数据分析ꎬ社会生态模型是该领域研究的基础

理论框架ꎮ 利用社会生态模型开展影响青少年活动

行为相关研究多对父母的运动习惯、社区的体育活动

相关支持、同伴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ꎬ如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等[６０]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环境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分

析ꎬ结果得出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变量与儿童的体育活

动有较高的相关性ꎮ 父亲的体育活动与子女有积极

相关ꎬ户外活动时间和学校体育活动相关政策(针对

儿童)、来自其他重要群体的支持、母亲的教育水平、
家庭收入和非职业学校入学率(针对青少年)有一定

的相关性ꎬ低犯罪率(青少年)与社区环境对青少年较

高的体育活动支持相关ꎻＨｕａｎｇ[６１]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

(个体、家庭、环境)相关因素的讨论ꎬ得出与体育活动

和屏幕行为相关的个体、行为、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

存在性别差异ꎬ干预应考虑多种性别因素ꎬ以促进儿

童积极的生活方式ꎬ减少久坐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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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模型在此研究中的运用历时较长ꎬ对青

少年自身周围的各种环境(学校、家庭、社区、同伴等)
探讨的也较深入ꎬ在未来的研究中ꎬ可将研究思路向

生态环境外围延伸ꎬ结合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ꎬ考虑

不同生态系统特别是宏观生态系统(社会文化、亚文

化等) 对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及身心发展的交互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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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 １６１－１７９.

[１０] ＳＴＥＲＤＴ Ｅꎬ ＬＩＥＲＳＣＨ Ｓꎬ ＷＡＬＴＥＲ 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Ｊ ]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Ｊꎬ ２０１３ꎬ ７３(１): ７２－８９.

[１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 Ｃ.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Ａｍ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３(３): １５７－１６７.

[１２] ＨＡＲＷＯＯＤ Ａꎬ ＬＡＶＩＤＯＲ Ｍꎬ ＲＡＳＳＯＶＳＫＹ 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Ａｇ￣
ｇｒｅｓ Ｖｉｏｌ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７ꎬ ３４(５): ９６－１０１.

[１３] ＢＥＥＴＳ Ｍ Ｗꎬ ＯＫＥＬＹ Ａꎬ ＷＥＡＶＥＲ 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ꎬ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ꎬ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３(１): １２０.

[１４] ＭＵＳＡ Ｉꎬ ＰＡＲＫ Ｈ Ｗꎬ ＭＵＮＫＨＤＡＬＡＩ Ｌ 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３ ｔｏ ２０１７: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ｉ￣
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０(１０):１－２０.

[１５] ＣＯＥＬＨＯ Ｗ Ａꎬ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ＣꎬＳＩＭＡＯ Ｌ Ｅꎬ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ｅ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Ｅｌｅｔｒｏｎｉ￣
ｃａ Ｄｅ 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 Ｎｅｇｄｉｏ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１(２):２９－６０.

[１６] ＢＵＲＭＡＯＧＬＵ Ｓꎬ ＳＡＲＩＴＡＳ Ｏꎬ ＫＤＡＫ Ｌ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ꎬ１１２
(３):１４１９－１４３８.

[１７] ＳＨＩＦＦＲＩＮ Ｒ Ｍꎬ ＢＲＮＥＲ 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０１(Ｓｕｐｐｌ １):５１８３－５１８５.

[１８] 陈悦ꎬ 刘则渊. 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 [ Ｊ] . 科学学研究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３(２): １４９－１５４.

[１９] 陈悦ꎬ 陈超美ꎬ 刘则渊ꎬ等.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Ｊ] . 科学学研究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２): ２４２－２５３.
[２０] ＳＴＲＯＮＧ Ｗ Ｂꎬ ＭＡＬＩＮＡ Ｒ Ｍꎬ ＢＬＩＭＫＩＥ Ｃ Ｊ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ｙｏｕｔｈ[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４６
(６):７３２－７３７.

[ ２１ ]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Ｉꎬ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ＵＴＨＯＲ Ａ Ｇ.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０ꎬ ７(１): ４０.

[２２] ＨＡＬＬＡＬ Ｐ Ｃꎬ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Ｌ ＢꎬＢＵＬＬ Ｆ Ｃꎬ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 .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８０(９８３８): ２４７－２５７.

[２３] 李杰ꎬ 陈超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Ｍ]. 北京: 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７２－７４.
[２４] ＴＲＯＳＴ Ｓ Ｇꎬ ＫＥＲＲ Ｌ Ｍꎬ ＷＡＲＤ Ｄ Ｓ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Ｒｅｌａｔ Ｍｅｔａｂ Ｄｉｓｏｒｄ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５(６): ８２２－８２９.

[２５] ＭＯＴＬ Ｒ Ｗꎬ ＤＩＳＨＭＡＮ Ｒ Ｋꎬ ＦＥＬＴＯＮ 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ｆ￣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０３ꎬ ３５(１): １２８－１３６.

[２６] ＤＯＷＤＡ Ｍꎬ ＰＡＴＥ Ｒ Ｒꎬ ＦＥＬＴＯＮ 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ｇｉｒｌｓ[ Ｊ] .
Ｒｅｓ Ｑ Ｅｘｅｒｃ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０５ꎬ ７５(４): ３５２－３６０.

[２７] ＰＡＴＥ Ｒ Ｒꎬ ＤＡＶＩＳ Ｍ Ｇꎬ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 Ｊ]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１４ ( １１ ):
１２１４.

[２８] ＬＵＢＡＮＳ Ｄ Ｒ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Ｐ Ｊꎬ ＤＥＷＡＲ 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ｊｏｙａｂ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ｅｎ Ｇｉｒｌｓ (ＮＥＡＴ ｇｉｒｌｓ)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ꎬ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０(１): ６５２－６５２.

[２９] ＬＡＵＲＥＮ Ｐ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Ｐ Ｊꎬ ＬＵＢＡＮＳ Ｄ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ꎬ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ｉｒｌ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１(１): ６５８.

[３０] ＶＡＮ ＬＩＰＰＥＶＥＬＤＥ Ｗꎬ ＶＥＲＬＯＩＧＮＥ Ｍꎬ ＤＥ ＢＯＵＲＤＥＡＵＤＨＩＪ Ｉ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ｄ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１(１): １－

１１.
[３１]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Ｊꎬ ＨＵＭＥ Ｃꎬ ＴＩＭＰＥＲＩ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９(１): １－１１.

[３２] ＴＩＭＰＥＲＩＯ Ａ Ｆꎬ ＳＴＲＡＬＥＮ Ｍ Ｍ Ｖꎬ ＢＲＵ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１０￣１２ ｙｅａｒ￣ｏｌ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Ｒ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０(１): １５－１５.

４７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 ３３] ＬＵＤＹＧＡ Ｓꎬ ＧＥＲＢＥＲ Ｍꎬ ＫＡＭＩＪＯ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ａｓ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
ｏ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１(８):８３３
－８３８.

[３４] ＦＯＧＥＬＨＯＬＭ Ｍꎬ ＬＡＲＳＥＮ Ｔ Ｍꎬ ＷＥＳＴＥＲＴＥＲＰＰＬＡＮＴＥＮＧ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ｍｅｔｈ￣
ｏｄｓꎬ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ｄｕｌｔ ｃｏｈｏｒｔ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９
(６): ９７.

[３５] ＣＯＳＴＡ Ｊ ＰꎬＦＲＡＮＣＨＩＮＩ Ｅꎬ ＣＩＣＣＯＴＴＩ Ｓ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
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Ｊ] .
Ｍｅｄ Ｄｅｌｌ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７１): ６５－７４.

[３６] ＣＯＯＫ Ｔ Ｌꎬ ＤＥ ＢＯＯＲＤＥＡＵＤＨＵＩＪ Ｉꎬ ＭＡＥ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ＬＥＮＡ Ａｃｔｉｖ￣Ｏ￣Ｍｅｔｅｒ[ Ｊ] . Ｊ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４): ７４１－７５１.

[３７] ＳＩＭＯＮＳ Ｄꎬ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Ｍꎬ ＳＡＬＭＯ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ｄ￣
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Ｊ] .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７２): ３０－３３.

[３８] ＤＹＣＫ Ｄ Ｖꎬ ＢＯＵＲＤＥＡＵＤＨＵＩＪ Ｉ Ｄꎬ ＤＥＬＩＥＮＳ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ｎ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２(２): １７８－１８６.

[３９] ＦＯＲＴＨＯＦＥＲ Ｍꎬ ＤＯＷＤＡ Ｍꎬ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 Ｏ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５ ｔｈ ￣６ ｔｈ
ｇｒａｄｅ[Ｊ] . Ｊ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４(１２): １－２４.

[４０] ＣＯＨＥＮ Ｋ Ｅ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Ｐ Ｊꎬ ＰＬＯＴＮＩＫＯＦＦ Ｒ Ｃ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Ｓｐｏｒｔ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１７ꎬ ９(３２):１－１１.

[４１] ＧＡＯ ＺꎬＰＯＤＬＯＧ ＬꎬＨＵ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ａｎｃｅ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Ｊ] . Ｊ Ｓｐｏ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２):
１２２－１２８.

[ ４２] ＣＵＥＶＡＳ Ｒꎬ ＭＩＧＵＥＬ Ｇ Ｌ Ｌꎬ ＳＥＲＲＡ Ｏ Ｊ.Ｓｐｏ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Ｋｉｎ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４８): ３０－３８.

[４３] ＡＬＭＡＧＲＯ Ｂ Ｊꎬ ＳáＥＮＺＬóＰＥＺ Ｐꎬ ＭＯＲＥＮＯ Ｊ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ｍｏｎｇ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 Ｊ] .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０ꎬ ９
(１): ８－１４.

[４４]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 Ｒ Ｒꎬ ＰＬＵＢＡ Ｄ Ｒꎬ ＰＥＲＡＬＴＡ Ｌ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ＬＰ )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２(１): ８３４－８３４.

[４５] ＢＲＵＳＴＩＯ Ｐꎬ Ｒ ＭＯＩＳＥ Ｐꎬ ＭＡＲＡＳＳ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９
(１３):１３－２０.

[ ４６] ＨＯ Ｆ Ｋ ＷꎬＬＯＵＩＥ Ｌ Ｈ ＴꎬＷＯＮＧ Ｈ Ｓꎬｅｔ ａｌ.Ａ ｓｐｏｒｔｓ￣ｂａｓｅｄ ｙｏｕｔｈ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ｔｅｅ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ａｎ ＲＣＴ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１７ꎬ１４０(４):１－２３.

[４７]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ＤꎬＯ’ＬＯＵＧＨＬＩＮ Ｊ Ｌꎬ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Ｍ Ｅ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Ｊ]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２０１８ꎬ
１４:１２１－１３０.

[４８]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Ｌꎬ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Ｄ Ｐꎬ ＥＬＬＩＯＴ Ｄ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Ｊ] . Ａｒｃｈ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５４(４): ３３２.

[４９] ＷＥＲＣＨ Ｃꎬ ＭＯＯＲＥ Ｍꎬ ＤＩ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Ｃ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 ｓｐｏｒ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０ꎬ ７３(１０): ３８０－３８８.

[５０] ＷＥＲＣＨ Ｃꎬ ＭＯＯＲＥ Ｍ Ｊꎬ ＤＩ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Ｃ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Ｐｒｅｖ Ｓｃｉ Ｏｆｆｉｃ Ｊ Ｓｏｃ Ｐｒｅｖ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６(３): ２１３－２２６.

[５１] ＶＥＲＫＯＯＩＪＥＮ Ｋ Ｔꎬ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Ｇ Ａꎬ ＫＲＥＭＥＲＳ Ｓ Ｐ Ｊ.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５(２): １５７－１６３.

[５２] ＡＵＤＲＡＩＮ￣ＭＣＧＯＶＥＲＮ Ｊꎬ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Ｄꎬ ＣＵＥＶＡＳ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ｉ￣
ｔｉ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ｗｈ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Ｊ] . Ｄｒｕ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２ ( ３): ４７１ －
４７８.

[５３] ＭＯＤＲＩＣ Ｔꎬ ＺＥＮＩＣ Ｎꎬ ＳＥＫＵＬＩＣ 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ｍｉｓｕｓｅ ａ￣
ｍｏｎｇ １７￣ ｔｏ １８￣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ｏｌａｓ￣
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Ｓｕｂｓｔ Ｕｓｅ Ｍｉ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６( １０):
１３２８－１３３４.

[５４] ＨＩＬＬＳ Ｆꎬ ＭＥＹＥＲ￣ＷＥＩＴＺ Ａꎬ ＡＳＡＮＴＥ Ｋ Ｏ.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Ｄｕｒｂａｎ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Ｊ] . Ｉｎｔ Ｊ Ｑ Ｓｔｕ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２０１６ꎬ １１ ( １):
３０３０２.

[５５]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Ｊ Ｅꎬ ＢＯＲＢＥＬＹ Ｍꎬ ＦＩＬＬＥ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ａ ｌｏｗ￣ｃｏｓｔ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ｌｅ ( Ｗｉｉ) ｆｏ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Ｊ] .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０８ꎬ ８８(１０): １１９６
－１２０７.

[５６] ＫＥＮＹＯＮ Ｌ Ｋꎬ ＳＬＥＥＰＥＲ Ｍ Ｄꎬ ＴＯＶＩＮ Ｍ Ｍ. Ｓｐｏｒ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２(２): ２３４－２４０.

[５７] ＨＵＮＴ Ａ Ｗꎬ ＤＹＬＡＮ Ｌꎬ ＥＭＩＬＹ Ｋꎬ ｅｔ ａｌ. Ｋｅ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ｎ ａｃ￣
ｔｉｖ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ｏｓｔ￣ｃｏｎ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Ｊ] .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ꎬ ２０１８ꎬ１２(３２): １－７.

[５８] ＣＨＡＮ Ｃꎬ ＩＶＥＲＳＯＮ Ｇ Ｌꎬ ＰＵＲＴＺＫ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ｈａ￣
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ｓｐｏｒ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ｕｓ￣
ｓｉｏ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Ａｒｃｈ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８ꎬ９９(２):２４２－２４９.

[５９] ＬＥＮＮＯＮ Ａꎬ ＨＵＧＥＮＴＯＢＬＥＲ Ｊ Ａꎬ ＳＲＯＫＡ Ｍ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２(３): １２３－１３１.

[６０]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Ｉꎬ ＨＯＲＳＴ Ｋ Ｖ Ｄꎬ ＷＥＮＤＥＬ￣ＶＯＳ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ｙｏｕｔ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Ｊ] .
Ｏｂｅｓ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７ꎬ ８(２): １２９－１５４.

[６１] ＨＵＡＮＧ Ｗ Ｙꎬ ＷＯＮＧ Ｓ Ｈꎬ ＳＡＬＭＯＮ Ｊ.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６(６): ５０９－５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３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０２

５７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