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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生物力学方式深入探究幼儿侧滑步及前滑步时下肢受力情况ꎬ为幼儿下肢动作发展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 ＢＴＳ ＳＭＡＲＴ ＤＸ 动作捕捉分析系统、８ 台红外高速摄像机、Ｋｉｓｔｌｅｒ 三维测力台、ＢＴＳ ＦＲＥＥＥＭＧ １０００ 便

携式无线表面肌电系统实时采集北京市某公立幼儿园 ３６ 名 ３~ ５ 岁受试者侧滑步及前滑步数据ꎬ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单因素分析

比较不同组间指标差异ꎮ 结果　 侧滑步动作中ꎬ３ 岁组与 ５ 岁组、４ 岁组与 ５ 岁组儿童髋关节活动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儿童的膝关节活动度和踝关节活动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前滑步动

作中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儿童的髋关节活动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３ 岁组、５ 岁组儿童侧滑步动作、前滑步动作左右

方向力、垂直方向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儿童侧滑步动作中的股二头肌长头、腓肠肌、胫
骨前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前滑步动作中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臀中肌、股薄肌、大收肌、耻骨肌、股内侧肌、比
目鱼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儿童侧滑步过程中支撑期胫骨前肌、摆动期腓肠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前滑步过程中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儿童摆动期胫骨前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３ ~ ５
岁幼儿侧滑步及前滑步的粗大动作发展表现为随年龄增长而提高ꎮ 建议在不同年龄段幼儿动作发展关键期选用侧滑步及

前滑步的韵律性动作ꎬ为促进幼儿良好的身心发展奠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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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ＢＬＡ１５００６３)ꎮ
【作者简介】 　 庞博(１９９２－　 )ꎬ女ꎬ黑龙江伊春人ꎬ在读博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运动生物力学与人因工程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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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５ 岁幼儿阶段的动作发展可促进个体在心理、
生理以及行为方面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１－２] 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我国对动作发展领域的研究集中在生命科

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３－４] ꎮ 当

前ꎬ我国对幼儿动作发展研究在神经生物学、神经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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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学、康复医学、心理学方面逐渐增多[５－６] ꎮ 侧滑步动

作有利于幼儿适应基本动作的模式变化ꎬ优化基本动

作发展水平ꎬ强身健体[７] ꎮ 前滑步动作可提高幼儿神

经、肌肉、骨骼的整合程度ꎬ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动作稳

定性与灵活程度[８] ꎮ 滑步动作进行优化后ꎬ可提高操

作能力、反应目标、快速反应水平ꎬ从而完善动作技能

水平ꎬ有利于幼儿在限定的空间与时间中尽快做出动

作反应与变换技能ꎬ以保持平衡与姿势ꎬ控制稳定程

度[９] ꎮ
由于动作发展受遗传、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ꎬ

学龄前幼儿总体性别差异并不明显[１０－１１] ꎮ 本文通过

分析 ３ ~ ５ 岁组幼儿运动学和动力学、肌电特点ꎬ为不

同年龄组幼儿练习滑步提供锻炼参考及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７ 月 １２ 日ꎬ选取北京

市某公立幼儿园自愿参加实验的符合测试条件的 ３ ~
５ 岁儿童ꎬ在教师的帮助下了解受试情况ꎬ排除活动能

力受限、有肢体或脏器等疾病、健康状况不稳定者ꎮ
共纳入研究 ３６ 名ꎬ每个年龄组均为 １２ 名ꎮ 经北京师

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ꎬ对受试幼

儿的家长及教师告知测试具体情况ꎮ
１.２　 方法　 受试者在测试前的 １２ 周ꎬ周一至周五每

天在幼师的帮助下ꎬ至少将侧滑步和前滑步动作融入

到游戏中 ０.５ ｈꎮ 尽量保证受试幼儿对滑步动作有较

好的体验与理解能力ꎬ能够熟练做出滑步动作ꎮ 在测

试幼儿运动力学指标前ꎬ测量身高、体重、头部和身躯

的高度、头的宽度、踝髋之间的距离、膝宽、腿长、髋深

和骨盆宽度等主要形态学指标ꎮ
采用 ＢＴＳ ＳＭＡＲＴ ＤＸ 红外线光学动作捕捉分析

系统、８ 台高速摄像机、２５ 个反光标志物在受试者身

上进行标记ꎬ准确采集受试者三维数据ꎬ用 Ｋｉｓｔｌｅｒ 三

维测力台实时采集受试者在完成侧滑步及前滑步时

的动力学数据ꎮ ＢＴＳ ＦＲＥＥＥＭＧ １ ０００ 便携式无线表

面肌电系统实时采集下肢 ２ 块发力腿肌肉(胫骨前

肌、腓肠肌)的肌电信息ꎮ
侧滑步:保持运动姿势站立ꎬ双腿弯曲ꎬ右脚贴近

地面向右侧划出 １ 步ꎬ带动左脚跟着向右滑动ꎬ双脚触

碰后ꎬ继续向右滑动 １ 步ꎬ保持双肩及双髋之间核心柱

的稳定性及正直性ꎬ保持双踝平行、双膝侧曲、踝关节

屈曲ꎮ 前滑步:在测力台上右脚的脚跟与地面接触ꎬ
脚跟下脚着地ꎬ脚尖抬起ꎬ然后另一只脚向前走ꎮ
１.３　 统计分析　 Ａｎｙｂｏｄｙ ７.１.２ 仿真建模系统是模拟

人体与环境协同工作的动态力学处理软件ꎮ 根据外

力和边界条件来定义ꎬ获得有关个人肌肉力、关节力

和力矩等数据ꎬ以力学的独特知识在特定环境下定制

模型的开放式脚本语言ꎬ通过缩放和优化参数化模

型ꎬ导入数据从运动捕捉系统到驱动模型ꎮ 本研究将

ＢＴ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 红外捕捉软件捕捉到的文件导入 Ａｎｙ￣
ｂｏｄｙ７.１.２ 软件中ꎬ再对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进行修改ꎬ导入

受试者身高、体重、髋宽、髋深、膝宽、踝宽、腿长、腰

围、臀围等身体形态学数据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数理统计软件对幼儿滑步动作的

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ꎬ不同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ꎬ采用 ｔ 检验比较 ２ 种动作的不同指标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运动学结果

２.１.１　 质心变化及支撑期膝关节角度变化 　 从表 １
得知ꎬ侧滑步动作及前滑步动作中ꎬ最大质心高度方

面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４ 岁组和 ５ 岁组、３ 岁组和 ４ 岁组

相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垂直质心

位移方面ꎬ各年龄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各年龄组中侧滑步和前滑步的最大质心

高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垂直质心位

移方面ꎬ侧滑步位移值大于前滑步ꎬ仅 ３ 岁组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１０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１　 ３ ~ ５ 岁幼儿完整动作周期质心变化(ｘ±ｓ)

动作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完整动作 / ｍ

最大质心高度 垂直质心位移

下肢三大关节活动度 / ( °)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侧滑步 ３ １２ ０.６２±０.０４ ０.１０±０.０１ ３０.５４±４.６１ ３５.６２±４.８７ ４３.４４±６.５７
４ １２ ０.６５±０.０２ ０.１２±０.０３ ３２.３５±３.３４ ３２.４３±５.１５ ４６.８３±７.１７
５ １２ ０.６９±０.０５ ０.１５±０.０３ ３６.７９±３.３２ ３１.２１±４.９６ ４９.３４±６.４１

Ｆ 值 ０.２９ １.４８ ２.３３ １.６４ ２.７１
Ｐ 值 ０.７８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１６

前滑步 ３ １２ ０.６３±０.０２ ０.０８±０.０２ ３１.６７±３.１５ ３３.６２±８.４６ ４５.５３±６.５７
４ １２ ０.６５±０.０２ ０.１０±０.０２ ３３.４５±４.１７ ３４.２５±６.８９ ４７.２５±１１.２３
５ １２ ０.６８±０.０４ ０.１３±０.０４ ３４.６２±３.４３ ３５.１６±９.８７ ４８.１７±９.２５

Ｆ 值 ０.２５ ６.５７ １.２３ ０.９６ ０.１５
Ｐ 值 ０.６４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９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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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侧滑步、前滑步支撑期在垂直方向上受力的膝

关节角度变化曲线图 １ ~ ２ 可以得出ꎬ３ 个年龄段的整

体趋势均是先下降后升高ꎮ 侧滑步动作中ꎬ５ 岁组的

幼儿膝关节变化角度幅度比较大ꎬ３ 岁组幼儿膝关节

角度变化幅度比较小ꎻ前滑步动作中ꎬ３ 岁组幼儿膝关

节变化角度幅度比较大ꎬ５ 岁组幼儿膝关节角度变化

幅度比较小ꎮ

图 １　 ３ ~ ５ 岁幼儿侧滑步支撑期膝关节角度

２.１.２ 　 髋膝踝关节角度 　 如表 １ 所示ꎬ侧滑步动作

中ꎬ３ 岁组与 ５ 岁组、４ 岁组与 ５ 岁组幼儿髋关节活动

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３ 岁组和 ５ 岁

组的膝关节活动度和踝关节活动度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前滑步动作中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

幼儿的髋关节活动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图 ２　 ３~ ５ 岁幼儿前滑步支撑期膝关节角度

２.２　 动力学结果

２.２.１　 地面反作用力　 表 ２ 为对受试者地面反作用

力与体重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 ３ꎬ４ꎬ５ 岁组侧滑步及前

滑步的测力台数据ꎬ结果显示ꎬ侧滑步动作中ꎬ３ 岁组、
５ 岁组左右方向力和垂直方向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ꎻ前滑步动作ꎬ３ 岁组和 ５ 岁组左右方

向力和垂直方向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３ 个年龄组的侧滑步和前滑步动作ꎬ垂直方向

的分力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Ｆ 值分别为 １５. ２３ꎬ
１２.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３ ~ ５ 岁幼儿受试者在各个方向的最大受力值比较(ｘ±ｓꎬＮ)

动作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垂直方向 左右方向 前后方向
侧滑步 ３ １２ ２.０６±０.９７ １７.２７±２.１７ ３.４７±０.７５

４ １２ ２.４５±１.７８ １８.３６±４.１５ ３.５９±１.０６
５ １２ ３.４１±１.５２ １９.３８±１.６５ ３.７８±０.６７

Ｆ 值 １５.２３ ２.２２ ０.３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６２

前滑步 ３ １２ ２.１４±０.８５ １８.９６±３.５２ ３.１５±１.０７
４ １２ ２.５９±０.５７ １９.５２±５.２８ ３.２７±１.１５
５ １２ ３.２５±０.８７ ２１.４５±２.０２ ３.６２±１.５８

Ｆ 值 １２.７３ ２.３６ ０.３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２２

２.２.２　 下肢三关节肌肉力　 侧滑步动作中ꎬ主动肌是

臀中肌、臀大肌、股外侧肌、股二头肌长头、比目鱼肌、
胫骨前肌、腓肠肌ꎬ其中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的股二头肌长

头、腓肠肌、胫骨前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图 ３ ~ ５ꎮ 前滑步动作中ꎬ主动肌是长收肌、
大收肌、股直肌、股内侧肌、胫骨前肌、腓肠肌ꎬ其中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臀中肌、股薄肌、大收肌、耻骨肌、股内侧

肌、比目鱼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图 ６ ~ ８ꎮ

图 ３　 ３~ ５ 岁幼儿侧滑步髋关节肌力仿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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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 ５ 岁幼儿侧滑步膝关节肌力仿真值

图 ５　 ３ ~ ５ 岁幼儿侧滑步踝关节肌力仿真值

２.３　 肌电测试结果　 在表 ３ 的侧滑步过程中ꎬ３ 个年

龄组的摆动期胫骨前肌和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比支撑期胫

骨前肌和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高ꎬ其中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支

撑期胫骨前肌、摆动期腓肠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 支撑期和摆动期胫骨前肌和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在 ３ 组之间均为 ５ 岁组>４ 岁组>３ 岁组ꎮ

图 ６　 ３~ ５ 岁幼儿前滑步髋关节肌力仿真值

图 ７　 ３~ ５ 岁幼儿前滑步膝关节肌力仿真值

图 ８　 ３~ ５ 岁幼儿前滑步踝关节肌肉仿真值

表 ３　 ３~ ５ 岁幼儿肌肉积分肌电最大值比较(ｘ±ｓ)

动作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支撑期

胫骨前肌 腓肠肌 ｔ 值 Ｐ 值

摆动期

胫骨前肌 腓肠肌 ｔ 值 Ｐ 值
侧滑步 ３ １２ １５７.４２±２１.５４ ２１２.７８±２４.７６ －５.８４ ０.００ １８６.２７±２４.１５ ２２１.６７±２３.５６ －３.６３ ０.００

４ １２ １６９.５７±１７.８５ ２１９.８８±２５.１４ －５.６５ ０.００ １８９.１４±２１.４３ ２３４.７８±１７.２９ －５.７４ ０.００
５ １２ １７４.６４±１８.５１ ２３０.６７±２８.６９ －５.３８ ０.００ １９４.６７±２９.２８ ２３９.７０±１７.７１ －４.５６ ０.００

Ｆ 值 １.０５ ２.０１ ０.１２ １.５４
Ｐ 值 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８５ ０.１６

前滑步 ３ １２ １６４.１７±３２.４７ ２０２.６８±２１.５３ －３.４２ ０.００ ２１６.４１±２２.５８ １５８.４２±１７.４７ ７.０４ ０.００
４ １２ １７０.６９±２１.８５ ２０６.７２±１７.８８ －４.４２ ０.００ ２２１.５９±２５.７６ １６１.１７±２１.５９ ６.２３ ０.００
５ １２ １７５.９２±２８.６４ ２０８.１４±３１.２７ －２.６３ ０.００ ２３７.３３±２１.６２ １６４.２５±２５.３４ ７.６０ ０.００

Ｆ 值 ２.５７ ０.１６ ２.１３ １.０７
Ｐ 值 ０.１２ ０.９３ ０.０８ ０.３９

　 　 前滑步过程中ꎬ３ 个年龄组的摆动期胫骨前肌

ｉＥＭＧ 值比支撑期胫骨前肌 ｉＥＭＧ 值高ꎬ摆动期比支撑

期的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低ꎬ其中 ３ 岁组和 ５ 岁组摆动期

胫骨前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支撑期和摆动

期胫骨前肌和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在 ３ 组间均为 ５ 岁组>４
岁组>３ 岁组ꎮ

侧滑步与前滑步的支撑期胫骨前肌与腓肠肌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摆动期胫骨前肌和腓肠肌 ｉＥＭ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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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１６ꎬ３.３５ꎬ４.０６ꎬ７.４７ꎬ９.２１ꎬ８.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ꎬ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
当前我国 ３ ~ ５ 岁幼儿手脚不协调问题突出ꎬ儿童久坐

不动常致视力不佳、四肢不协调等ꎬ智力与体能、心理

不能同步发展ꎬ侧滑步与前滑步等粗大动作可提升 ３
~ ５ 岁幼儿代谢、心肺功能、力量、平衡、灵敏、耐力、柔
韧、速度、爆发力、协调等素质ꎬ提升自信、勇敢拼搏、
积极向上、自律等心理素质[５] ꎮ ３ ~ ５ 岁是人类动作发

展的敏感期ꎬ也是动作技能形成的关键期ꎬ要适应身

心发展规律[１２] ꎮ 人类动作的练习和提高过程即为动

作基模的建立过程ꎬ侧滑步与前滑步姿势的构建属动

作起始的重要内容ꎬ在动作起始状态、结果、参数、环
境、信息、场所的特征值越丰富ꎬ原有的知识及经验可

引导人们对新动作进行判断与模仿ꎬ及时做出反应ꎬ
此为动作基模建立过程ꎬ幼儿滑步运动感知觉与社会

性发展能力提高会促进动作发展ꎬ完善与丰富幼儿动

作基模[１３] 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幼儿年龄越大ꎬ神经控制姿

势能力越强ꎬ身体核心稳定性强ꎬ灵敏、柔韧素质提

高ꎬ支撑稳定度高[１４] ꎬ下肢关节活动度增大[１５] 、肌肉

力量更大[１６] ꎬ能充分以缓冲动作做起跳准备ꎬ动作发

展更为完善[１７] ꎮ 练习滑步利于提高反应速度ꎬ改善灵

敏性ꎬ促进身体平衡[１８] ꎮ 滑步动作是幼儿粗大动作发

展的部分ꎬ５ 岁组活动体验较多ꎬ因此肌肉力量强ꎬ维
持关节稳定程度高ꎬ侧滑步和前滑步分别是锻炼幼儿

下肢左右方向及前后方向力量的重要手段ꎬ可提高幼

儿平衡能力ꎬ滑步期间蹬地ꎬ提高膝关节发力缓冲强

度及扭转力ꎬ优化上肢躯干维持姿势稳定度能力[１９] ꎮ
侧滑步与前滑步动作与足球运动的防守有关ꎬ是冬季

运动项目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的基础动作ꎬ是各种击

剑的基础步法之一ꎬ是排球发球与接球下肢动作的基

本部分ꎬ是体现协调性身体素质的代表动作之一ꎮ 滑

步练习常用于发展练习者下肢前后、左右方向协调性

及快速移动力量素质ꎬ可锻炼下肢伸肌群爆发力ꎮ
综上所述ꎬ３ ~ ５ 岁幼儿侧滑步及前滑步的粗大动

作发展表现为随年龄增长而提高ꎬ对于粗大动作的固

定球、踢球、接球等动作发展、神经肌肉协同作用相关

研究有待深究ꎮ 建议在不同年龄段幼儿动作发展关

键期选用侧滑步及前滑步的韵律性动作ꎮ 今后可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运用生物力学及运动医学手段对

幼儿基本动作技能进一步测量与研究ꎬ从而提高幼儿

素质ꎬ促进动作能力均衡发展ꎬ提高社会适应能力ꎬ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ꎬ为促进幼儿良好的动作发展奠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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