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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少数民族学生身体素质的现状、敏感期特点ꎬ为提高学生的体能素质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动态分析(年增长率＋０.５ｓ)的方法ꎬ分别对每个年龄段的身体素质如 ５０ ｍ、立定跳远、仰卧起坐、斜身引体、引体向上、
握力、５０ ｍ×８ 往返跑、１ ０００ ｍ / ８００ ｍ 和坐位体前屈等指标进行研究ꎬ探讨云南省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和佤

族 ６ 个少数民族 ７~ １８ 岁年龄段学生身体素质敏感期变化趋势ꎮ 结果　 身体素质在自然增长过程中初中年龄段(１３ ~ １５
岁)增长量大ꎬ学生身体素质除 １３~ １８ 岁女生的耐力素质(傣族、佤族、纳西族和傈僳族)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负增长外ꎬ
其他均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ꎬ且大部分呈现波浪式增长的趋势ꎻ身体素质各项指标的敏感期 ８６％以上处于男生 ７ ~ ８ 岁

和 １１~ １５ 岁ꎬ女生 ７~ １２ 和 １５~ １６ 岁的年龄阶段ꎬ且敏感年龄分布既有分散ꎬ也有连续的特点ꎻ女生仅柔韧素质超过男生ꎬ
且敏感年龄早于男生ꎮ 结论　 少数民族学生各项身体素质训练的最佳年龄阶段和性别、年龄、民族差异等规律特征ꎬ可为

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学校的教学课程设置、运动训练、器材等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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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地处我国边疆有 ２５ 个少数民族ꎬ是全国民族

最多的省份ꎬ其中有 １５ 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省所特

有[１] ꎮ 学生的身体素质是人体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力

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和平衡等功能能力ꎬ每项素

质都有其特殊的敏感期ꎬ若利用该敏感期加强锻炼可

显著加速其发展[２] ꎮ 经过“十二五”规划的西部大开

发和 ２０１２ 年推广的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实施ꎬ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和学生营养餐等因素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ꎮ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云南

省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数据为基础ꎬ对云南省独有的

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等 ６ 个少数

民族学生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年龄、性别和民族变化进

行分析ꎬ为进一步改善该省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卫生工

作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４ 年云南省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调

研数据为依据ꎬ以云南省红河州的哈尼族、丽江市的

纳西族、大理州的白族、临沧市的佤族、怒江州的傈僳

族、版纳州的傣族等 ６ 个少数民族的 ７ ~ １８ 岁(剔除有

严重器质性器官病变)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学生少数民

族界定均为纯血统ꎬ即父母均为同一少数民族[３] ꎮ 按

男、女分为 ２ 类ꎬ每类每岁 １ 组ꎬ共 ２４ 个年龄组ꎬ每个

年龄组 １１０ 名ꎬ样本总数为 １７ １８７ 例ꎬ统计有效样本

１５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５



数为 １５ ７９０ 例ꎬ其中男生 ７ ８８２ 名ꎬ女生 ７ ９０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

册” [３]中所要求的测试方法ꎬ身体素质测试内容主要

包括速度指标(立定跳远和 ５０ ｍ 跑)、力量指标(男生

斜身引体或引体向上ꎬ女生仰卧起坐、握力)、耐力指

标(５０ ｍ×８ 往返跑ꎬ女生 ８００ ｍꎬ男生 １ ０００ ｍ)、柔韧

指标(坐位体前屈)ꎮ 测试仪器为国家学生体质调研

测试的专用仪器ꎮ
１.３　 敏感期的量化界定　 身体素质是人在运动中表

现出来的进行某种运动的能力ꎬ一般包括力量、速度、
耐力、灵敏、柔韧等ꎮ 而身体素质敏感期是指上述功

能能力均有各自发展的最佳时期ꎬ在这一时期个体对

形成这些能力和行为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４] ꎮ 有研

究表明ꎬ在这些时期采取措施ꎬ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５] ꎮ
设青少年某项身体素质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从 ７ ~

１８ 岁ꎬ根据男、女学生中同类、同项各年龄增长率(年

增长值即后一年的成绩与前一年的成绩之差 / ７ 岁的

成绩与 ２２ 岁的成绩的差值×１００％)来进行统计处理ꎬ
计算出平均值(ｘ)和标准差( ｓ)ꎬ 并确定 ｘ＋０.５ｓ[６] 作

为敏感期的界值ꎬ各年龄阶段各项身体素质的年增长

率大于或等于临界值即为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

期ꎬ年增长率小于临界值的为非敏感年龄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学生体

质调研数据进行处理、对比分析ꎬ并计算均数和标准

差ꎮ 分析云南省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方向和

发展规律ꎬ确定敏感期年龄ꎮ

２　 结果

２.１　 速度暴发力素质发展敏感期临界值及敏感年龄

确定　 ５０ ｍ 跑和立定跳远是反映中小学生速度素质

和暴发力素质的基础项目[７] 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各少

数民族学生短距离快速运动能力尤以 ７ꎬ８ꎬ１１ 岁这一

期间自然增长的幅度较快ꎬ男生年龄比女生推后(男

生为 ７ꎬ８ꎬ１１ 岁ꎬ女生为 ７ꎬ８ 岁)ꎬ白族和纳西族男生的

敏感年龄相对偏大ꎮ 从增长情况来看ꎬ在 ７ ~ ９ 岁增长

最为明显ꎬ男生速度素质增长总值高出女生 １.２６ ｓ(男

生 ３.３７ ｓꎬ女生 ２.１１ ｓ)ꎬ增长速度女生快于男生ꎬ男女

生之间差异逐年增长ꎬ女生在青春期发育前(约 １０ 岁

前)比男生快ꎮ 民族间比较ꎬ佤族男女生增长总值最

低ꎬ纳西男生、白族女生增长总值最大ꎮ
相对于 ５０ ｍ 跑ꎬ各少数民族立定跳远的暴发力素

质发展敏感期更多ꎬ尤以 ７ ~ ８ꎬ１３ 和 １５ 岁这一期间自

然增长的幅度较快ꎬ女生年龄比男生提前(男生 １１ ~
１５ 岁ꎬ女生 ７ ~ ９ꎬ１５ 岁)ꎬ傈僳、佤族男女生的敏感年

龄均有 ８ 个ꎬ且佤族男女生的敏感年龄一致ꎮ 在 １１ ~
１４ 岁之间的增长最明显ꎬ男生增长总值高于女生

５１.７０ ｃｍ(男生 １０２.４４ ｃｍꎬ女生 ５０.７４ ｃｍ)ꎮ 男女生之

间差异逐年增长ꎬ女生在青春期发育前(约 １０ 岁前)
比男生快ꎮ
２.２　 力量素质发展敏感期临界值及敏感年龄确定　
力量指标主要由男生斜身引体(７ ~ １２ 岁)、引体向上

(１３ ~ ２２ 岁)和女生仰卧起坐 ３ 项指标来测定ꎮ 分析

发现ꎬ傈僳族、佤族和纳西族的斜身引体的临界值偏

大ꎬ因此这 ３ 个少数民族 ７ ~ １２ 岁的增长总值偏小甚

至出现负值现象( －０.４８ ~ ２.１６)ꎬ男生斜身引体敏感期

年龄在 ７ꎬ８ꎬ１０ꎬ１１ 岁均有ꎬ且在各年龄阶段呈波浪形ꎬ
男生引体向上敏感期年龄主要为 １３ 和 １５ 岁ꎬ哈尼族

男生随着年龄增加而逐年增强ꎬ各民族中小学生斜身

引体的敏感年龄越早ꎬ则引体向上的年龄越晚ꎬ反之

亦然ꎻ女生仰卧起坐的敏感期年龄主要为 ７ꎬ９ꎬ１６ 岁ꎬ
除纳西族呈阶段性发展外(１０ ~ １４ 岁是发展高峰期)ꎬ
其他各民族均呈波浪式增长ꎮ 各少数民族学生表现

力量素质的握力指标在 １０ ~ １５ 岁这一期间自然增长

的幅度较快ꎬ女生敏感年龄早于男生 ２ ~ ３ 岁(男生 １１
~ １５ 岁ꎬ女生 １０ ~ １２ 岁)ꎬ握力指标均随年龄增长而

增长ꎮ
各少数民族学生力量素质的敏感年龄表现为 ２ 个

阶段ꎬ且既有连续性也有分散的特点ꎬ即 ７ꎬ１１ ~ １３ꎬ１５
岁之间ꎬ其中ꎬ男生力量素质各敏感年龄 ５６.４％集中在

初中阶段ꎬ而女生 ８５.４％集中在小学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云南省 ２０１４ 年各民族中小学生

立定跳远和 ５０ ｍ 跑敏感临界值和敏感年龄

民族 性别
５０ ｍ 跑

临界值 / ｓ 敏感年龄 / 岁
立定跳远

临界值 / ｓ 敏感年龄 / 岁
白族 男 １２.０８ ７ꎬ１２ꎬ１３ꎬ１５ １２.１２ ７ꎬ１３ꎬ１５

女 １５.３６ ７ꎬ８ １５.５４ ７ꎬ８ꎬ１５
哈尼族 男 １０.９７ ７ꎬ１１ １０.８０ ９ꎬ１１ꎬ１３ꎬ１５

女 １６.２６ ７ꎬ９ꎬ１２ １５.０２ ８ꎬ９ꎬ１５
傣族 男 １２.１４ ７ꎬ８ꎬ１１ １１.２２ 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女 １８.５３ ７ꎬ８ １３.５６ ７ꎬ８ꎬ９ꎬ１２
傈僳族 男 １２.５６ ８ꎬ１０ꎬ１２ １０.９７ １０ꎬ１２ꎬ１３ꎬ１５

女 １５.０７ ７ꎬ８ꎬ１１ １２.３５ ７ꎬ８ꎬ９ꎬ１５
佤族 男 １９.４８ ８ꎬ１１ １３.２８ ８ꎬ１１ꎬ１２ꎬ１３

女 ３０.２９ ７ꎬ８ꎬ１１ １５.００ ８ꎬ１１ꎬ１２ꎬ１３
纳西族 男 １３.１６ ７ꎬ８ꎬ１１ꎬ１３ １０.９３ １１ꎬ１３ꎬ１４

女 １５.７２ ７ꎬ８ꎬ１０ １２.６５ ７ꎬ８ꎬ１０ꎬ１６

２.３　 耐力素质发展敏感期临界值及敏感年龄确定　
男生 ６ ~ １２ 岁耐力测试项目为 ５０ ｍ×８ 往返跑ꎬ１３ ~ １８
岁耐力测试项目为女子 ８００ ｍ 跑、男子 １ ０００ ｍ 跑ꎮ
男生耐力素质敏感期年龄主要为大年龄组ꎬ具体为 ７ꎬ
１１ꎬ１４ ~ １６ 岁ꎬ女生比男生年龄提前(男生 ７ꎬ１５ ~ １６
岁ꎬ女生 ７ꎬ１１ꎬ１５ 岁)ꎮ 从增长值分布来看ꎬ男子 １ ０００
ｍ 跑仅傈僳族随着年龄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ꎬ其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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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均呈现波浪式变化ꎬ但总体都是随年龄耐力越来越

强ꎻ女生 ８００ ｍ 跑傣族、佤族和纳西族均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呈负增长ꎮ 学生耐力素质增长最重要的时期在

初中阶段ꎬ即随着年龄的增加ꎬ学生的心肺功能有所

提高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云南省 ２０１４ 年各民族中小学生力量素质的敏感临界值和敏感年龄

临界值和敏感年龄 项目 年龄 / 岁 白族 哈尼族 傣族 傈僳族 佤族 纳西族
临界值 男生斜身引体 ７~ １２ ４０.５８ ３２.３０ ３５.８１ ８７.１３ ６９３.６５ ５４８.９１

男生引体向上 １３~ １８ ３３.９９ ２６.４２ ２７.８５ ３０.５８ ２５.８７ ３１.６０
女生仰卧起坐 ７~ １８ １６.８６ １５.６８ ３５.２１ １５.５９ ２２.６０ ４９.５８
男生握力 ７~ １８ １２.２８ １０.８７ １５.４０ １５.０７ １５.９０ １５.８５
女生握力 ７~ １８ １２.１３ １３.４２ １４.３４ １３.８８ １３.５２ １３.２２

敏感年龄 / 岁 男生斜身引体 ７~ １２ ７ ８ ８ꎬ１０ １０ ７ꎬ１１ ７ꎬ１１
男生引体向上 １３~ １８ １７ １５ １３ꎬ１５ １３ꎬ１４ １３ꎬ１５ １３ꎬ１５
女生仰卧起坐 ７~ １８ ７ꎬ１３ꎬ１５ꎬ１６ ７ꎬ８ꎬ１０ꎬ１６ ７ꎬ９ꎬ１１ ７ꎬ８ꎬ９ ８ꎬ９ꎬ１１ꎬ１３ ７ꎬ１０ꎬ１６
男生握力 ７~ １８ １２ꎬ１３ １１ꎬ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１２ꎬ１４ꎬ１５ １２ꎬ１３ꎬ１５ １１ꎬ１２ꎬ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１１ꎬ１２ꎬ１３ꎬ１４
女生握力 ７~ １８ ７ꎬ９ꎬ１０ꎬ１１ ７ꎬ９ꎬ１１ꎬ１２ ８ꎬ１０ꎬ１１ꎬ１２ ９ꎬ１０ꎬ１１ꎬ１２ ８ꎬ１０ꎬ１２ꎬ１５ ８ꎬ１０ꎬ１１ꎬ１２

表 ３　 云南省 ２０１４ 年各民族中小学生耐力敏感临界值和敏感年龄

民族 性别
５０ ｍ×８ 往返跑

临界值 敏感年龄 / 岁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跑

临界值 敏感年龄 / 岁
白族 男 ３１.９１ ７ ３９.７８ １５

女 ２７.１７ ７ꎬ１０ １７.４６ １５ꎬ１６
哈尼族 男 ２６.３６ ７ ２９.５２ １６

女 ２６.４０ ８ ２４.６２ １４ꎬ１６
傣族 男 ２４.１８ ７ ３６.４２ １４ꎬ１５

女 ２５.００ ７ꎬ１１ ２５.９１ １５ꎬ１７
傈僳族 男 ２７.１９ １０ ２７.６０ １６

女 ２７.７５ ８ ７０.９５ １５
佤族 男 ９２.６７ １１ ４０.１５ １３ꎬ１６ꎬ１７

女 ６２.８９ １１ ８７.６７ １７
纳西族 男 ２９.０９ ９ꎬ１１ ３４.３２ １５ꎬ１６

女 ９２.９４ １１ ７９.２９ １４ꎬ１５

　 注:７ ~ １２ 岁为 ５０ ｍ× ８ 往返跑ꎻ１３ ~ １８ 岁男生为 １ ０００ ｍ 跑ꎬ女生为

８００ ｍ 跑ꎮ

２.４　 柔韧素质发展敏感期临界值及敏感年龄确定　
男女生的柔韧素质发展敏感年龄均相对比较大ꎬ具体

表现为男生自然发展敏感期为 １１ ~ １７ 岁ꎬ女生的敏感

年龄为 １０ ~ １６ 岁 ꎬ女生柔韧素质敏感期年龄早于男

生 １ 岁ꎮ 见表 ４ꎮ 女生柔韧素质增长水平、增长速度

都高于男生ꎮ 白族和傈僳族的敏感年龄较多ꎬ其增长

值在 ７ ~ １２ 岁(均值＝ ８.７)变化较小ꎬ１３ ~ １８ 岁(均值＝
１４.１)增长幅度较大ꎻ１６ 岁以前女生的柔韧素质明显

高于男孩ꎮ

表 ４　 云南省 ２０１４ 年各民族

中小学生坐位体前屈敏感临界值和敏感年龄

民族
男生

临界值 / ｃｍ 敏感年龄 / 岁
女生

临界值 / ｃｍ 敏感年龄 / 岁
白族 ２０.１７ １２ꎬ１３ꎬ１５ ２３.３８ １０ꎬ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哈尼族 １８.３１ １３ꎬ１５ １４.６９ １１ꎬ１４ꎬ１５ꎬ１６
傣族 ２０.２７ １２ꎬ１４ꎬ１６ １６.３６ １１ꎬ１３ꎬ１４
傈僳族 １５.６９ １１ꎬ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１３.７４ １１ꎬ１３ꎬ１５
佤族 １７.９６ １３ꎬ１７ １６.５７ １２ꎬ１４ꎬ１５
纳西族 ２４.３７ 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２４.６９ １２ꎬ１４

３　 讨论

云南省 ６ 个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发

展均有 １ ~ ５ 个敏感期ꎬ比 １９９５ 年(除白族) [６] 多了 ２
个敏感年龄ꎮ 依照敏感项次来说ꎬ各项运动素质的敏

感年龄主要集中年龄既可以是分散的ꎬ也可以是连续

的ꎬ如 ５０ ｍ 跑为 ７ꎬ８ꎬ１１ 岁ꎻ立定跳远为 １３ ~ １５ 岁ꎻ力
量素质在 ７ꎬ８ꎬ１３ 和 １５ 岁ꎬ其中握力的敏感年龄相对

偏大ꎻ耐力素质主要为 ７ꎬ１１ꎬ１５ꎬ１６ 岁ꎻ柔韧素质是 １３
~ １５ 岁ꎮ 各民族之间的发展趋势几乎一致ꎬ各民族的

敏感项次表现有 ３６ ~ ４１ 次ꎬ佤族最多ꎬ白族最少ꎬ且集

中在 ７ꎬ１３ 和 １５ 岁ꎬ其他民族 ４ 项次以上均匀的分布

在各年龄阶段ꎮ 但傣族、佤族、纳西族和傈僳族 １３ ~
１８ 岁女生的耐力素质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负增长ꎬ
可能跟该民族人群的肺活量低有关[２] ꎮ

青少年身体素质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生长发育一

样呈明显的阶段性、波浪形ꎮ 把 ７ ~ １８ 岁年龄段分为

小学(７ ~ １２ 岁)、初中(１３ ~ １５ 岁)和高中(１６ ~ １８ 岁)
来分析的话ꎬ敏感年龄占总增长值 ４７.２６％的学生为初

中阶段学生ꎻ而小学阶段ꎬ除女生的柔韧素质、下肢暴

发力以及男生的耐力素质外ꎬ其余指标的增长量均高

于 １３ 岁以上年龄段ꎻ１６ ~ １８ 岁处于高中阶段ꎬ是耐力

素质发展的敏感期ꎮ 体育课教学应遵循学生身体素

质发展“敏感期”规律ꎬ在某一特定年龄阶段中ꎬ以几

个主要素质发展为主、其他素质为辅来选择教学内

容ꎮ 各项指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ꎬ尤其是青春

发育期增长迅速ꎬ男生在速度、力量、１ ０００ ｍ 跑、握力

(白族除外)和傈僳族女生柔韧素质以及白族握力随

着年龄而逐年直线增快 / 强ꎬ其他均随年龄增长而呈

波浪式增长的趋势ꎬ可能与身体能力的最大发展在特

定年龄阶段并非持续的ꎬ而是每 ２ 年 １ 次的有关理

论[８]一致ꎮ 因此ꎬ需按照各个阶段的发展敏感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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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学校食堂供餐与企业供餐比例相当ꎮ 根据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要求ꎬ试点地区应加快

学校食堂(伙房)建设与改造ꎬ增加工作人员数量[７] ꎬ
在一定过渡期内ꎬ要逐步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

餐[９] ꎮ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中指出ꎬ对于一

些边远的学校可以由附近的家庭或个人为学生供餐ꎬ
称为家庭托餐ꎬ主要应用于部分人数仅有几人或十几

人的教学点[９] ꎮ 由于食品卫生和资金安全难以监管ꎬ
实施家庭托餐的比例一直较低ꎬ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仅为

４％[８] ꎬ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下降到不足 ２％[１０] ꎮ 而在监测

学校的分布不足 １％ꎬ故未进行组间比较ꎮ 除了国家

提供的膳食营养补助ꎬ近 １ / ８ 的学校实施了其他形式

的营养改善措施ꎬ主要包括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或改

善学校食堂设施ꎮ 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校

供餐过程中ꎬ对学生进行营养健康教育也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工作ꎬ将合理饮食行为、均衡膳食营养和食品

安全、饮食文化等一系列知识和技能贯穿于学校供餐

过程中[１１－１３] ꎬ由学校的营养师或营养教师共同承担营

养宣传教育的重要责任[１４] ꎮ 因此ꎬ在实施我国“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过程中ꎬ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ꎬ开
展营养健康宣传教育ꎬ加强电子营养师的宣传和推

广ꎬ促进合理配餐ꎬ逐步推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顺利实施ꎬ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健康状况ꎮ

志谢　 感谢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

与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的 ２２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疆建

设兵团)所有监测县卫生及教育部门相关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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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理特点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效的、以年龄为主

要特征的纵向系列体育教育模式ꎬ引导学生顺利地从

一个阶段过渡到更高的一个阶段ꎬ全面发展学生的身
体素质[９] ꎮ

各民族发展敏感期在 ７ ~ １７ 岁贯穿整个少年儿童

期ꎬ各民族的身体素质之间有明显的性别差异ꎬ女生 ７
~ １２ 岁(快速增长阶段)各项素质指标增长迅速ꎬ而男

生的敏感年龄相对推后ꎻ女生柔韧素质超过男生ꎬ在
各年龄阶段均比男生要好ꎬ而速度、力量和耐力素质

则相反ꎮ 尤其到性成熟期ꎬ这种差异更为明显ꎬ女生

进入青春期以后ꎬ除柔韧指标跟男生几乎持平外ꎬ其
余指标均低于男生的增长ꎬ呈缓慢增长ꎬ有些指标如

耐力指标甚至呈负增长ꎮ 身体素质发展敏感期的性

别特征ꎬ因此在安排教学时ꎬ应注意男、女生的教材安

排有所区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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