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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７~ ８ 岁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与动作能力感知的关系ꎬ为促进儿童运动健康发展提供参考ꎮ 方

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沈阳市铁路第五小学一、二年级各随机抽取 ２ 个班的 ７ ~ ８ 岁儿童 １６２ 名(男童 ７８ 名ꎬ女
童 ８４ 名)进行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第 ３ 版(ＴＧＭＤ－３)、儿童感知能力和社会适应量表(ＰＳＰＣ－Ｐ)中的感知身体能力分量

表的测试ꎮ 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儿童的动作能力感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８２ꎬ－０.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

年龄分组中大肌肉群动作发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７９ꎬＰ<０.０１)ꎬ８ 岁组儿童总分(６３.１０±５.７０)高于 ７ 岁组儿童(５７.９６
±７.７６)ꎮ ７~ ８ 岁儿童大肌肉群动作总分、移动性动作、控制性动作与动作能力感知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
０.２１ꎬ０.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７~ ８ 岁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与动作能力感知具有相关关系ꎬ控制性动作对动作感知能

力影响大ꎬ性别对动作能力感知没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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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指在生命过程中的运动行为

变化和潜存于这些变化下的发展过程[１] ꎬ具体包括移

动性动作、非移动性动作和控制性动作[２] ꎮ 动作科学

领域的学者一致认为ꎬ３ ~ ８ 岁儿童如果能够掌握基本

动作技能ꎬ将会使其在今后各项运动中受益终身[３] ꎮ
小学低年级的学龄儿童正处于大肌肉群动作发展的

敏感期[４] ꎬ在此阶段进行训练和干预将事半功倍ꎮ
智慧的根源来自于儿童期的感觉和运动发展[５] ꎮ

动作发展与感知觉发展的关系很早就受学者关注[６] ꎮ
动作能力感知是个人对于动作任务的自我把握程

度[７] ꎬ是身体活动及动作发展的心理机制ꎬ是动作完

成与相关行为产生的重要决定因素[８] ꎮ 当儿童感到

自身在某种任务或技术上完全有能力胜任时ꎬ他们将

继续持久的掌握这项技能ꎬ而一些感到自身能力较低

的儿童则会丧失对练习的兴趣ꎬ并且不会坚持学习某

些技术[９－１０] 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拟探讨 ７ ~ ８ 岁儿童大肌

肉群动作发展与动作能力感知的关系ꎬ为研究我国学

龄儿童科学运动提供借鉴与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４ 月 ８ 日ꎬ以班级为单位ꎬ在沈阳市铁路第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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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二年级各 ４ 个班级中分别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ꎬ共抽

取 ２０９ 名 ７ ~ ８ 岁儿童参与研究ꎮ 选取的受试对象为

处于同年龄段正常发育水平的儿童ꎬ并在测试之前与

受试儿童及其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测试过程

中ꎬ４７ 名受试对象中途缺席ꎬ最后保留 １６２ 名有效样

本ꎬ有效率为 ７５ ５１％ꎬ其中男童 ７８ 名ꎬ女童 ８４ 名ꎮ 平

均年龄(７.４９±０.５０)岁ꎮ
１.２　 方法　 研究采用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量表第

３ 版 ( Ｔｅｓｔ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Ⅲꎬ ＴＧＭＤ －
３) [１１] ꎮ ２０１６ 年宁科等[１２]对 ＴＧＭＤ－３ 量表进行验证ꎬ
移动性动作与控制性动作 ２ 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０.８４ꎬ０.８８ꎻ区别效度分别为 ０.７１ꎬ０.７７ꎮ 同时此量表在

不同国家的使用均显示出良好的信度、效度[１３－１５] ꎮ
ＴＧＭＤ－３ 分为 ２ 个维度ꎬ由 ６ 项移动性动作(跑、前滑

步、单脚跳、蹦跳、立定跳远、侧滑步)和 ７ 项控制性动

作(双手击打固定球、单手挥拍击打反弹球、双手接

球、低滚球、脚踢固定球、原地拍球、肩上投球)组成ꎬ
满分为 １００ 分(移动性动作满分 ４６ 分ꎬ控制性动作满

分 ５４ 分)ꎮ 得分高者具有较好的大肌肉群动作发展

水平[１６] ꎮ 测试人员由体育教育专业的研究生组成ꎬ培
训后熟知 ＴＧＭＤ－３ 测试评分标准ꎬ测试过程中对儿童

进行全程录像ꎬ以备修正数据使用ꎮ
动作能力感知采用 Ｈａｒｔｅｒ 等[１７] 的儿童感知能力

与社会适应量表图画版(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ＰＳＰＣ－Ｐ)中动作能力感知分量表进行测试ꎮ 以往的

研究指出 ＰＳＰＣ－Ｐ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６ꎬ重测信

度为 ０.８９[１８] ꎮ 该量表与动作技能的心理属性相关ꎬ测
试主要包括是否擅长荡秋千、爬、拍球、单脚跳、跑、跳
绳等 ６ 项内容ꎬ通过具体形象化的图画ꎬ让儿童选择跟

自己最为相似的图画作为答案ꎮ １ ~ ２ 分分别代表图

画中那位动作技能很差的儿童与我非常像、有一点

像ꎻ３ ~ ４ 分分别代表图画中那位动作技能很出色的儿

童与我有点像、非常像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所测得的数据进

行分析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分析不同年龄、性别儿

童大肌肉群动作测试中移动性动作得分、控制性动作

得分及总分之间的差异ꎻ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大肌肉

群动作中的移动性动作得分、控制性动作得分、总分

与动作能力感知的关系ꎻ将移动性动作、控制性动作

作为自变量ꎬ动作能力感知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 　 ７ 岁和 ８ 岁年龄段儿

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总分、移动性动作、控制性

动作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男、

女童在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总分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女童的移动性动作得分高于男童ꎬ
男童的控制性动作得分高于女童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性别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得分比较

年龄与性别 人数 统计值 移动性 控制性 总分
年龄 / 岁 ７ ８３ ３０.４９±４.２９ ２７.４６±５.４９ ５７.９６±７.７６

８ ７９ ３２.７１±３.５１ ３０.３９±４.２７ ６３.１０±５.７０
ｔ 值 －３.５８ －３.７９ －４.７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性别 男 ７８ ３０.９１±４.０２ ３０.４０±５.１６ ６１.３１±７.５６
女 ８４ ３２.１９±４.０５ ２７.４９±４.７２ ５９.６９±６.９６

ｔ 值 －２.０２ ３.７５ １.４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２　 儿童动作能力感知 　 ７ 岁和 ８ 岁年龄段儿童的

动作能力感知得分(２１.０２±２.９１ꎬ２１.２８±２.６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５８ꎬＰ>０.０５)ꎮ 男、女童动作能力感

知得分(２０.９６±２.８９ꎬ２１.３２±２.６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８２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大肌肉群动作发展与动作能力感知之间的关系

动作能力感知与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总分及移动性动

作、控制性动作之间均存在相关性(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
０.２１ꎬ０.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总分及移动性动作、
控制性动作得分与动作能力感知相关性均有统计学

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７ꎬ０.２９ꎬ０ 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

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总分和动作能力感知之间

存在相关性( ｒ ＝ ０.２２ꎬＰ<０ ０５)ꎬ移动性动作及控制性

动作得分与动作能力感知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

分别为 ０.１３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儿童移动性和控制性动作发展对动作能力感知

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移动性动作得分和控制性动作

得分为自变量ꎬ 动作能力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ꎮ

表 ２　 ７ ~ ８ 岁儿童移动性动作发展和

控制性动作发展对动作能力感知的回归分析(ｎ ＝ １６２)

常数与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Ｐ 值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ＶＩＦ
常数 １４.５１ １.８４ ７.８９ ０.００
移动性动作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１７ ２.１３ ０.０４ ０.９４ １.０６
控制性动作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０ ２.５０ ０.０１ ０.９４ １.０６

　 　 如表 ２ 所示ꎬ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小于 ５ꎬ说明

各自变量的共线性对回归分析不会产生不良影响ꎮ
德宾－沃森检验( Ｄ－Ｗ) ＝ ２.２２ꎬ表明此数据符合样本

独立条件ꎻ调整后的 Ｒ２ ＝ ０.０７(Ｐ<０.０５)ꎬ表明样本可

以代表推断总体ꎻ２ 个变量能够解释出动作能力感知

总变异的 ７％ꎬ并且 ２ 个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ꎬ移动性动作发展和控制性动作发展每分别变

９３７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化 １ 个单位ꎬ动作能力感知会变化 ０.１７ 和 ０.２０ 个标

准差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７ ~ ８ 岁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

总分、移动性动作发展、控制性动作发展均随着年龄

增大而有效提升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０] ꎮ 研究

发现ꎬ７ ~ ８ 岁儿童的大肌肉群动作总分性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ꎬ但女童的移动性动作发展优于男童ꎬ控制

性动作发展方面男童优于女童ꎬ表现出因性别差异出

现不均衡现象ꎮ 与国内研究结果相符[２１] ꎮ Ｌｅｇｅａｒ
等[２２]认为ꎬ出现性别上的差异可归因于社会文化与环

境影响因素ꎮ 在儿童早期ꎬ在游戏项目选择上ꎬ女童

较为偏爱舞蹈、韵律操、追逐游戏等项目ꎬ男童更倾向

于各种球类及一些器械类的游戏ꎬ进而导致男、女童

在移动性动作发展、控制性动作发展方面出现差异ꎮ
可能与我国的国情有关ꎬ我国小学体育课程对儿童大

肌肉群动作发展的刻意练习相对较少ꎬ对儿童动作能

力感知了解较弱ꎬ设置专门性基本动作练习存在不

足ꎬ可能导致儿童在身体活动中表现出移动性、控制

性动作不协调ꎮ 针对这种发育的不均衡现象ꎬ对学校

的体育教师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ꎬ教师需遵循儿童动

作发展规律ꎬ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基本动作练习ꎬ尤其

提高女孩控制性动作发展和男孩的移动性动作发展

的练习ꎬ进而改善由性别导致的大肌肉群动作发展不

均衡现象ꎮ 在学校体育教学中ꎬ教师也可创设动作练

习情景、给予儿童充裕的练习机会ꎬ采用及时反馈与

鼓励等方式提高儿童的视觉、动觉、空间感等诸方面

发展ꎮ
本研究发现ꎬ儿童动作能力感知方面没有呈现出

性别差异ꎬ与 Ｂａｒｎｅｔｔ 等[２３－２４] 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随学

龄儿童年龄增大ꎬ动作能力感知虽有升高趋势ꎬ但并

没有呈现出因年龄产生的差异ꎮ 与 Ｇａｂｂａｒｄ 等[２５]对 ７
~ １１ 岁学龄儿童的动作能力感知研究结果相吻合ꎮ
童年中后期ꎬ儿童认知、动作熟练程度逐渐提高ꎬ其自

身的动作能力感知就会更加精确ꎬ最后形成符合最真

实的自我动作能力感知ꎬ并且与自身大肌肉群动作发

展水平趋于完美匹配ꎮ 日常生活中由于儿童个体的

认知水平不同ꎬ能力较差的儿童可能拥有负面的动作

能力感知认知ꎬ他们无法及时对自己的运动表现给予

准确评价ꎬ进而无法对自己的动作能力感知、大肌肉

群动作发展进行正确判断ꎬ导致儿童在某种程度上意

志消沉ꎬ进而影响身心全面发展ꎮ 而自我动作能力感

知较强的儿童ꎬ易于掌握运动项目的学习并产生兴

趣ꎬ为后续学习难度较高的运动技能打下基础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７ ~ ８ 岁儿童动作能力感知发展

与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有密切关系ꎬ 与 Ｂａｒｎｅｔｔ

等[２６－２８]研究结果一致ꎮ 不同性别儿童动作能力感知

结果与 Ｒｕｄｉｓｉｌｌ 等[２９] 的研究结果不同ꎬ可能与测试工

具带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和儿童所处的成长环境有关ꎮ
动作能力感知在儿童整个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ꎬ并为儿童在体育活动中提供更多可能ꎬ体育

教师应关注儿童大肌肉群动作与动作能力感知的发

展[３０] ꎮ
综上所述ꎬ当前我国多数家长专注于学龄儿童文

化、知识的学习ꎬ忽视体育活动地位ꎬ这将直接导致其

体力活动不足[３１] ꎬ儿童动作发展可能存在一定滞后的

现象ꎮ 建议保障学龄儿童充足的体育活动ꎬ促进儿童

体质健康、大肌肉群动作、动作能力感知的发展ꎮ 将

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试(ＴＧＭＤ－３)纳入我国学校体育

教学的评价中ꎬ将国际通用的儿童动作测量与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相结合ꎬ进而全面评估儿童的身体和

心理健康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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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Ｊ] .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８: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８ / ９７８１９８７.

[２３] ＨＥ Ｍꎬ ＸＩＡＮＧ Ｆꎬ Ｚ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ＪＡＭＡ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４(１１):１１４２－１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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