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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动作能力对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ꎬ为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促进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

供有益的借鉴ꎮ 方法　 搜集国内外有关动作能力对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相关研究ꎬ提取关键资料ꎬ进行质量评

价ꎬ报告研究方法、结果及结论ꎮ 结果　 共纳入文献 ２３ 篇ꎬ证据水平在 １ａ~ ２ｃ 之间ꎻ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研究的 ＰＥＤｒｏ 平

均得分为 ７.５ꎮ 从系统综述及纵向(队列)研究结论可以看出ꎬ动作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青少年未来的体力活

动状况ꎬ但目前已发表的 ＲＣＴ 实验尚未完全证实发展动作能力可以提升儿童青少年未来的体力活动水平ꎮ 结论　 儿童青

少年个体当前的动作能力可以成为未来体力活动水平的预测指标ꎮ 建议开展更多高质量的 ＲＣＴ 实验进一步证实发展动

作能力对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具体影响ꎬ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应系统地将动作能力训练内容纳入到体育课程体

系中ꎮ
【关键词】 　 运动活动ꎻ健康促进ꎻ儿童ꎻ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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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 １１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群体

中ꎬ有 ７８％的男生和 ８４％的女生达不到日常体力活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ＰＡ)推荐量(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Ｖ￣
ＰＡ≥６０ ｍｉｎ / ｄ)ꎬ运动不足已经成为导致各国儿童青

少年群体身心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１] ꎮ 通过更

有效的途径和方法ꎬ鼓励和引导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ꎬ提高日常体力活动水平ꎬ是当前全世界儿

童青少年健康促进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ꎮ 动作能力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ꎬＭＣ)包括身体移动(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与

物体控制(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 个维度ꎬ是人类各种基本身

体动作行为(跑、跳、投、接等)的具体表现ꎬ与个体心

智发育、体力活动参与等多项内容密切相关[２] ꎮ 近年

来ꎬ多位国外运动流行病学专家学者联合提出ꎬ动作

能力是决定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状态与身心健康发

展的核心要素[３] ꎮ 本研究搜集近来发表的有关动作

能力对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高质量文献ꎬ
并通过系统评价方式ꎬ从循证医学角度探究动作能力

对体力活动的真实影响ꎬ进而为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

促进与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有

益的指导与借鉴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１.１.１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１)动作能力检索词:“动

作能力”“动作技能”“动作协调性”“基本运动技能”ꎻ
(２)体力活动检索词:“体力活动” “身体活动”ꎮ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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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１)动作能力检索词:“Ｍｏｔ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Ｍｏ￣
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Ｍｏｔｏ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ｏｔ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
ｔｏ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ꎻ ( ２) 体力活动检索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ꎮ “动作能力”
检索词之间用“ｏｒ”连接ꎬ“动作能力”与“体力活动”检

索词之间用“ａｎｄ”连接ꎮ
１.１.２　 检索数据库　 包括 ＣＮＫＩꎬＰｕｂＭｅｄꎬＳＰＯＲＴ Ｄｉｓ￣
ｃｕ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ꎬ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以及 ＥＲＩＣ 数据库ꎬ
检索文献发表日期为数据库自建库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１.２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研究类型

包括系统综述(系统评价、Ｍｅｔａ 分析)、纵向研究、随机

对照试验(ＲＣＴ)ꎮ (２)研究对象为 ３ ~ １８ 岁的儿童青

少年群体ꎻ(３)研究变量包括动作能力ꎬ测量方法为国

际公认的标准化测量工具ꎬ如 ＴＧＭＤ 等量表ꎻ体力活

动ꎬ测量方法为国际公认的体力活动问卷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ＰＡＱ)或者加速度计测量法等ꎮ
排除标准:(１)非中文或英文文献ꎻ(２)无法获取全文

或关键数据资料缺失ꎻ(３)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如

一般性综述)ꎻ(４)纵向追踪或者实验干预的持续时间

不足 ３ 个月(１２ 周)ꎮ
１.３　 文献数据资料提取　 由 ２ 名研究人员采用独立

双盲的方式对纳入文献进行资料和数据的提取工作ꎬ
提取内容包括(１) 基本资料:文献第一作者、发表年

份、研究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持续时间等ꎻ(２)
方法学资料:研究设计、变量测量方法、统计分析结

果等ꎮ
１.４　 质量评价与分析　 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制订

的证据水平标准[４] 对本次研究纳入的系统综述及纵

向(队列)研究进行证据水平判定ꎬ推荐等级越高[ Ａ
(１ａ)为最高]、证据水平越低[Ｂ(２ｃ)为最低]ꎬ证明该

研究的设计方案质量越高、偏倚程度越低ꎻ另外还采

用经典 ＰＥＤｒｏ 量表[５]对本次系统评价纳入的 ＲＣＴ 研

究进行方法学上的质量评估ꎮ
１.５　 数据分析　 采用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６ 软件对本次研究纳

入的文献资料进行录入ꎬ并对其研究设计、数据分析

等方法学进行整理总结ꎮ 本研究所纳入的多个文献

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ꎬ因而通过报告各个研究的质

量评价结果完成系统评价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　 共得到有关儿童青少年

动作能力对体力活动影响的相关文献 ２３ 篇ꎬ发表日期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之间ꎮ 其中系统综述 ６ 篇ꎬ纵向研究

９ 篇ꎬＲＣＴ 研究 ８ 篇ꎬ仅有 １ 篇中文系统综述被纳入ꎮ
见表 １ ~ ３ꎮ

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水平指南对本次系

统评价纳入的 ２３ 篇研究进行证据水平判定ꎬ结果显

示ꎬ全部文献的研究质量较高ꎬ证据水平在 Ａ(１ａ) ~ Ｂ
(２ｃ)之间ꎬ无 Ｃ(４)、Ｄ(５)等级的研究ꎻ另采用 ＰＥＤｒｏ
量表对纳入的 ８ 篇 ＲＣＴ 研究进行方法学评价ꎬ得分范

围在 ７ ~ ８ 分之间ꎬ平均得分为 ７.５ 分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系统综述)
第一作者与发表年份 资料来源 主要研究结论及作者观点
Ｌｕｂａｎｓ 等[６](２０１０) 发表时间为各数据库自建库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来

自 ＰｕｂＭｅｄ 等 ６ 个电子数据库ꎬ共 ２１ 篇ꎮ
当前动作能力发展较好的儿童青少年ꎬ未来的体质水平会处
于健康状态ꎬ而且积极性主动地参与更多的体育运动ꎮ

Ｌａｉ 等[７](２０１４) 发表时间为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来自 ＯＶＩＤ
ＭＥＤＬＩＮＥ 等 ６ 个电子数据库ꎬ共 １４ 篇ꎮ

动作能力不仅能长期持续影响个体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ꎬ还
会对体质健康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Ｈｏｌｆｅｌｄｅｒ 等[８](２０１４) 发表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来自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等 ６ 个数据库ꎬ包括横断面研究(８ 篇)、纵向研究
(１５ 篇)ꎬ共 ２３ 篇ꎮ

高水准的动作能力可以促进个体未来的体力活动水平ꎻ但目
前纵向及 ＲＣＴ 实验较少ꎬ尚不能完全证实动作能力对体力
活动的具体影响ꎮ

Ｌｏｇａｎ 等[９](２０１５) 发表时间为各数据库自建库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来
自 ＥＲＩＣ 等 ４ 个电子数据库ꎬ共 １３ 篇文献ꎮ

动作能力与个体的体力活动密切相关ꎬ体育教师及科研人员
应当对儿童的动作能力发展过程进行主动干预ꎮ

Ｂａｒｎｅｔｔ 等[１０](２０１６) 发表时间为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ꎬ来自 ＳＣＯＰＵＳ
等 ５ 个电子数据库ꎬ共 ５９ 篇文献ꎮ

物体控制能力是影响个体未来体力活动的重要指标ꎬ发展个
体的动作能力可以起到提升未来体力活动水平、控制肥胖等
积极作用ꎮ

马瑞等[１１](２０１７) 发表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来自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ＥＢＳＣＯ 等 ２ 个电子数据库ꎬ共 ３１ 篇文献ꎮ

个体在 ３~ １２ 岁时期掌握的动作能力会决定终身体力活动状
况ꎬ中小学教育必须重视个体的动作能力发展ꎮ

２.２　 动作能力与体力活动变量测评方法　 本次系统

评价纳入的 １７ 篇(纵向研究 ９ 篇ꎬＲＣＴ 研究 ８ 篇)实

验研究中ꎬ采用的动作能力测评方法多以国际流行的

标准化测验量表为主ꎮ 其中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

(ＴＧＭＤꎬ６ 篇)和儿童身体协调测试(ＫＴＫꎬ３ 篇)为常

用方法ꎬ 其余为布鲁动作熟练测试 ( ＢＯＴꎬ １ 篇)、
ＣＨＡＭＰＳ 动作测试( ＣＭＳＰꎬ１ 篇)、澳大利亚儿童青少

年动作技能测试( ＧＳＧＡꎬ１ 篇)、儿童神经动作评价

(ＺＮＡꎬ１ 篇)、芬兰 １３ 岁中学生动作能力测试(１ 篇)、
丹麦小学生动作表现测试(１ 篇)、澳大利亚小学生动

作能力测试(１ 篇) 和青少年抗阻技能训练( ＲＴＳＢꎬ１
篇)ꎮ 体力活动测评方法比较统一ꎬ全部研究均采用

主观的标准体力活动问卷或客观的加速度计测量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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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纵向研究)
第一作者
与发表年份

研究对象
年龄 / 岁 总人数

女生
比例 / ％

指标测量方法

ＰＡ ＭＣ
研究结果及结论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等[１２]

(２００２)
４ ２０７ ５０ ＰＡＱ ＢＯＴ 种族因素会对体力活动产生一定影响(Ｒ２ ＝ ０.０４５ ~ ０.１２８)ꎬ但是个体

４ 岁时的 ＭＣ 与其 １２ 岁时的 ＰＡ 却无明显关联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１３]

(２００８)
３~ ５ ６５ ＮＲ 加速度计 ＣＭＳＰ 实验起始处于高水平 ＭＣ 组的儿童 ５ 年后比中低组有着更高的日常

ＭＶＰＡ 时间(１３.４％ꎬ１２.８％ꎬ１１.４％)和 ＶＰＡ 时间(５％ꎬ４.６％ꎬ３.８％)ꎬ
静坐少动时间更少ꎮ 儿童现时的 ＭＣ 与未来的 ＰＡ 水平关系不大ꎮ

Ｂａｒｎｅｔｔ 等[１４]

(２００９)
８~ １２ ２７６ ５２ ＰＡＱ ＧＳＧＡ 物体控制能力对个体 ６ 年后的 ＭＶＰＡ( Ｒ２ ＝ ０.０３６) 和规律 ＰＡ( Ｒ２ ＝

０.１８２)有一定影响ꎬ具备较高水平物体控制能力的个体在青少年期会
比普通个体多存在 ２０％以上的可能性参与更多 ＶＰＡꎮ ＭＣ 可以作为
个体未来 ＰＡ 的预测指标ꎮ

Ｌｏｐｅｓ 等[１５]

(２０１１)
６~ １０ ２８５ ５０ ＰＡＱ ＫＴＫ ５ 年后个体 ＰＡ 水平均呈下降趋势ꎬ但是高水平 ＭＣ 组的 ＰＡ 仍高于低

水平 ＭＣ 组(Ｐ<０.０５)ꎮ ＭＣ 可以作为儿童未来 ＰＡ 的预测指标ꎮ
Ｊａａｋｋｏｌａ 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３ １５２ ４３ ＰＡＱ 芬兰 １３ 岁中学生

ＦＭＳ 测试　 　 　
整个初中 ３ 年阶段全体的 ＰＡ 均呈下降趋势ꎬ个体初一时 ＭＣꎬＰＡ 和
初三时 ＭＣ 的 ３ 种因素协同作用对初三时的 ＰＡ 有一定影响(男生 Ｒ２

＝ ０.２９ꎬ女生 Ｒ２ ＝ ０.１２)ꎮ ＭＣ 可以预测个体未来的 ＰＡꎮ
Ｖａｎｄｏｒｐｅ 等[１７]

(２０１２)
６~ ９ ３７１ ＮＲ ＰＡＱ ＫＴＫ ＭＣ 测验成绩(ＭＱＫＴＫ)较好的个体ꎬ在未来 ３ 年之中会有更大的可

能性(ＯＲ ＝ １.０３９)坚持参与规律体育锻炼ꎮ
Ｌａｒｓｅｎ 等[１８]

(２０１４)
６~ １２ ６７３ ５６ ＰＡＱ 丹麦小学生

ＦＭＰ 测试　
实验开始时研究对象的 ＭＣ 会对其 ３ 年后的 ＶＰＡ 水平产生一定的影
响(β ＝ ０.５８ꎬＰ ＝ ０.００１)ꎮ 个体儿童期的 ＭＣ 能够预测其未来青少年期
的 ＰＡ 水平ꎮ

Ｌｌｏｙｄ 等[１９]

(２０１４)
６ １７ ７１ 加速度计 ＴＧＭＤ 研究对象 ６ 岁时的 ＭＣ 与 ２０ 年后的 ＰＡ 有很高的相关性( ｒ ＝ ０.７７ꎬＰ ＝

０.００６)ꎻ对女性而言ꎬ儿童时期的 ＭＣ 会影响其成年后的日常休闲 ＰＡ
水平ꎮ 儿童期的 ＭＣ 可以预测成年后的 ＰＡꎮ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等[２０]

(２０１６)
３~ ５ ２０６ ４４ ＰＡＱ ＴＧＭＤ 研究对象在实验开始时的体育锻炼参与情况(ＯＲ ＝ ９.６８)和移动能力

(ＯＲ ＝ １.２１)可以预测其 ２ 年后的体育锻炼情况ꎮ 个体在幼儿阶段的
动作能力发展会影响其未来的体育锻炼参与ꎮ

　 注:ＭＣ 为动作能力ꎬＦＭＳ 为基本动作技能ꎬＦＭＰ 为与体质相关的动作表现ꎬＰＡ 为体力活动ꎬＭＶＰＡ 为中高强度体力活动ꎬＶＰＡ 为大强度体力活动ꎬ
ＰＡＱ 为体力活动问卷ꎬＮＲ 指未报道ꎮ

表 ３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随机对照试验)
第一作者
与发表年份

研究对象
年龄 / 岁

总
人数

女生
比例 / ％

实验方案

对照组 干预组 持续时间

指标测量方法

ＰＡ ＭＣ
研究结果及结论

ＰＥＤｒｏ
得分

Ｓａｌｍｏｎ 等[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０~ １１ ３１１ ５１ 常规体育课 以跑、跳、投等 ６ 种动作

训练为主的特色体育课
程ꎻ４０~ ５０ ｍｉｎ / 次ꎬ共 １９
次ꎮ

１２ 个月 加速度计 澳大利亚
小学生

ＦＭＳ 测试

干预组的日均总 ＰＡ 及 ＶＰＡ 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ꎬ男生干预效果好于女
生ꎻ发展 ＭＣ 可以提高个体的 ＰＡ 水平ꎮ

８

Ｊｏｎｅｓ 等[２２]

(２０１１)

３~ ５ ９７ ＮＲ 常规体育课 以 ＦＭＳ 内 容 为 主 的
Ｊｕｍｐ Ｓｔａｒｔ 专项训练ꎻ ３
次 / 周ꎬ２０ ｍｉｎ / 次ꎮ

２０ 周 加速度计 ＴＧＭＤ 干预组的 ＭＰＡ、ＶＰＡ 及 ＭＶＰＡ 与对照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ꎻＭＣ 干预
不能影响个体的 ＰＡꎮ

８

Ｃｌｉｆｆ 等[２３]

(２０１１)
５.５~ ９ １６５ ５９ 常规体育课

＋膳食控制
以 １２ 种 ＦＭＳ 为主的训
练课结合膳食控制(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ｅｔ)的综合干预
方案ꎮ

１２ 个月 加速度计 ＴＧＭＤ 干预组的日均总 ＰＡ 与 ＭＰＡ、 ＶＰＡ 及
ＭＶＰＡ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ꎻＭＣ 干预不能影响个
体的 ＰＡꎮ

８

Ｂｏｎｖｉｎ 等[２４]

(２０１３)
３ ６４８ ４８ 日常 ＰＡ 由专门教学人员执行

的、以动作能力促进为
核心的综合方案ꎮ

１０ 个月 加速度计 ＺＮＺ 干预组的日均总 ＰＡꎬ干预组的日均 ＰＡ、
ＶＰＡ 及 ＭＶＰＡ 都有所提高(Ｐ<０.０５)ꎻ发
展 ＭＣ 可以提高个体的 ＰＡꎮ

７

Ｃｏｈｅｎ 等[２５]

(２０１５)
７~ １０ ４６０ ５４ 常规体育课 以 ＦＭＳ 内容为主、ＰＡ 促

进 为 目 的 设 计 的
ＳＣＯＲＥＳ 综合体育课程ꎮ

１２ 个月 加速度计 ＴＧＭＤ 干预组的 ＭＶＰＡ 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 <
０.０５)ꎻ对照组的 ＭＶＰＡ 同干预前相比有
所下降(Ｐ<０. ０５)ꎻ发展 ＭＣ 可以避免个
体 ＰＡ 下降ꎮ

８

Ｌａｕｋｋａｎｅｎ 等２６]

(２０１５)
５~ ８ ９１ ５４ 日常 ＰＡ 针对研究对象及家长、

以体力活动促进为目
的、包含动作干预等多
种措施在内的定制辅导
课程ꎮ

１２ 个月 加速度计 ＫＴＫ 干预组的 ＭＶＰＡ 下降(Ｐ<０.０５)ꎬ且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ꎻ发展 ＭＣ 无任何意义ꎻ
ＭＣ 干预不能影响个体的 ＰＡꎮ

７

Ｊｏｎｅｓ 等[２７]

(２０１６)
３~ ５ １５０ ４３ 常规体育课 以 ＦＭＳ 内 容 为 主 的

Ｊｕｍｐ Ｓｔａｒｔ 专项训练ꎻ ３
次 / 周ꎬ２０ ｍｉｎ / 次ꎮ

６ 个月 加速度计 ＴＧＭＤ 干预组的 ＭＶＰＡ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ꎻＭＣ 干预不能影响
个体的 ＰＡꎮ

７

Ｓｍｉｔｈ 等[２８]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４ ３６１ ０ 常规体育课 以抗阻动作技能训练为

主的 ＡＴＬＡＳ 特色体育
课ꎮ

８ 个月 加速度计 ＲＴＳＢ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ＭＶＰＡ 与干预前相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ꎻＭＣ 干
预不能影响个体 ＰＡꎮ

７

　 注:ＭＣ 为动作能力ꎬＦＭＳ 为基本动作技能ꎬＦＭＰ 为与体质相关的动作表现ꎬＰＡ 为体力活动ꎬＭＶＰＡ 为中高强度体力活动ꎬＶＰＡ 为大强度体力活动ꎬ
ＰＡＱ 为体力活动问卷ꎬＮＲ 指未报道ꎮ

２.３　 动作能力对体力活动的具体影响　 本次系统评

价纳入的 ６ 篇系统综述中ꎬ资料来源共包括 １６１ 篇研

究(含重复性文献)ꎮ 研究结论及作者观点可总结为

动作能力是影响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重要因素ꎮ
见表 １ꎮ 在纳入的 ９ 篇纵向(队列)追踪研究中ꎬ研究

对象来自丹麦等多个国家ꎬ年龄分布范围(实验开始

前)为 ３ ~ １３ 岁ꎬ追踪实验的持续时间大致在 ２ ~ １４
年ꎮ 其中 ８ 篇研究认为ꎬ个体儿童时期的动作能力会

对青少年直至成年时期的体力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见表 ２ꎮ 在纳入的 ８ 篇 ＲＣＴ 研究中ꎬ研究对象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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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大利亚ꎬ年龄分布在 ３ ~ １４ 岁ꎬ干预方案的实施时

间大致在 ６ ~ １２ 个月ꎬ其中仅有 ３ 篇发现动作能力会

积极影响个体的体力活动水平ꎬ其余 ５ 篇则认为 ２ 种

变量之间无明显关联性ꎮ 见表 ３ꎮ

３　 讨论

动作能力是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必要基

础ꎬ个体在儿童时期必须具备一定水准的动作能力ꎬ
才有可能在未来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并享受运

动带来的乐趣ꎮ 本研究为明确动作能力对儿童青少

年体力活动的具体影响ꎬ搜集了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发表的系统综述、纵向追踪研究及 ＲＣＴꎬ
并进行了系统评价ꎮ 目前已发表的大多数系统综述

所包含的分析资料均以横断面研究为主ꎬ综述结果也

主要是横断面层次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动作能力和

体力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ꎮ Ｈｏｌｆｅｌｄｅｒ 与

Ｓｃｈｏｔｔ 对 ２３ 篇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整理ꎬ发现其中的 １２
篇证实动作能力与体力活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ｒ ＝
０.１０ ~ ０.９２)ꎬ动作能力对体力活动具有潜在的促进作

用[８] ꎻＬｏｇａｎ 等[９]的系统评价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ｒ
＝ ０.１６ ~ ０.５５)ꎮ 总体来说ꎬ目前已有的系统综述所包

含的纵向研究及 ＲＣＴ 数量太少ꎬ且缺乏定量层次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因而尚不能认为发展动作能力一定会提高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ꎮ
在本次系统评价纳入的 ９ 篇纵向(队列)研究中ꎬ

仅有 １ 篇研究认为动作能力与体力活动无关联ꎮ 在长

期纵向研究的追踪过程中ꎬ研究对象成长环境的改变

(如转学)ꎬ家庭条件的改变(如经济收入变化)、饮食

习惯变化、是否患有疾病等都会影响个体未来的日常

体力活动ꎮ 但根据纳入研究的整体分析结果仍然可

以推断人类儿童期的动作能力可能影响未来的体力

活动水平ꎮ 建议未来开展更多关于探究儿童青少年

动作能力与体力活动之间关系的纵向研究时ꎬ在实验

开始前应严格制定样本筛选原则及纳入标准ꎬ并尽可

能增大样本量ꎬ以得到更加科学和准确的研究结果ꎮ
从理论上来讲ꎬ对儿童青少年的动作能力发展过程进

行干预ꎬ应当能起到提高个体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促
进体育锻炼参与的作用ꎮ 各国科研人员通常借助各

级各类学校教育平台ꎬ在体育课程内容中加入动作能

力训练环节ꎬ展开 ＲＣＴ 设计探究动作能力对儿童青少

年体力活动的具体影响ꎮ 本研究纳入各 ＲＣＴ 研究结

果之间差异较大ꎬ可能是各研究对象的来源(不同地

区)、种族、年龄分布范围(３ ~ １４ 岁)以及动作能力干

预方案差异较大所致ꎮ 如 Ｓｍｉｔｈ 等[２８] 所选取的研究

对象为当地 １２ ~ １４ 岁的中学生ꎬ年龄在儿童青少年群

体中相对偏大ꎬ研究对象的自主意识较强ꎬ不能保证

其在接受动作训练干预时的依从性ꎬ进而导致阴性研

究结果的出现ꎮ 其次ꎬ影响儿童青少年日常体力活动

的因素极多ꎬ如个体本身的运动能力(遗传决定)、锻
炼态度(受家人或同学影响)、所处的学校环境(常规

体育课程质量)甚至家庭经济情况等ꎮ 再加上各研究

本身就不是完全严谨的 ＲＣＴ 实验设计ꎬ方法学质量并

不能够完全保证ꎬ因此就可能导致研究对象的体力活

动不能出现预期的变化结果和发展趋势ꎮ
本研究不足与局限:(１)未纳入非英文文献ꎻ(２)

纳入文献研究对象的年龄主要是 ３ ~ １２ 岁儿童群体ꎻ
(３)本文纳入实验研究各自具有的方法学参差不齐ꎬ
个别研究的方法学说明不甚严谨ꎬ导致方法学质量评

价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商榷ꎻ(４)纳入的 ＲＣＴ 数

量太少ꎬ且各研究结局指标不统一ꎬ导致各研究之间

存在过大的异质性ꎬ因而未能完成定量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ꎮ
本次系统评价纳入相关文献证据水平均在中等

以上ꎬ虽然个体在儿童时期的动作能力可能会对其青

少年乃至成年时期的体力活动产生潜在性的促进作

用ꎬ但 ＲＣＴ 尚未明确证实动作能力干预会对个体的日

常体力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ꎮ 建议开展更多高质量

ＲＣＴ 进一步探究发展动作能力对儿童青少年个体日

常体力活动水平的具体作用ꎬ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

构也应系统地将动作能力训练内容纳入体育课程体

系当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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