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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３~ ５ 岁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与体适能水平之间的关系ꎬ为促进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健康发展
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某幼儿园 ２０１ 名 ３ ~ ５ 岁幼儿ꎬ采用大肌肉动作发展测试量表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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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跳远、网球掷远)水平ꎮ 结果　 ３~ ５ 岁幼儿的位移动作、实物操控动作、大肌肉动作水平及身高、体重、走平衡木、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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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掷远成绩高于女生ꎬ坐位体前屈成绩低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５ 岁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发展与 １０ ｍ 折返跑、网球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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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 ０.０４ꎬＦ ＝ ２.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３ ~ ５ 岁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发展和体适能水平相
关ꎮ 幼儿工作者应重视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的监测和促进ꎬ以利于提高幼儿的体适能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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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发布的«幼儿(３ ~ ６ 岁)运动指南»指出ꎬ学龄

前儿童在全天内各种类型的身体活动时间应累计达

到 １８０ ｍｉｎ 以上ꎬ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

计不少于 ６０ ｍｉｎ[１] ꎬ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家与组织提出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进行

６０ ｍｉｎ“中等到大强度”身体活动的标准一致[２－５] ꎮ 近

些年来ꎬ儿童久坐时间显著增多、身体活动时间明显

４９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减少[６] ꎬ肥胖和超重问题也越来越严重[７] ꎮ 体适能状

况、动作发展水平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８] ꎮ
体适能体现了个体进行身体活动的能力ꎬ主要包

括心肺耐力、肌肉力量与耐力、体成分和柔韧[９] ꎮ 其

中心肺耐力、肌肉力量与耐力可作为独立因素预测儿

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慢性病患病风险以及其他健康结

果[９－１２] ꎮ 儿童时期形成健康的身体活动方式、健康的

体适能状况对于一系列健康结果具有积极作用[５ꎬ１３] ꎬ
不良的体适能状况对个体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１４] ꎮ

运动能力是指个体执行不同运动模式的能力ꎬ包
括粗大运动能力和精细运动能力的协调[１５] ꎮ 运动能

力和幼儿参与身体活动的积极性呈正相关[１６] ꎬ也是影

响终身身体活动度以及运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１７] ꎮ
儿童时期是发展运动能力的关键期ꎬ也是以探索

和体验身体运动的方式来学习和练习运动技能的重

要时期[１８] ꎮ 为获得应对不同刺激的运动控制能力ꎬ基
本运动能力(位移运动能力、物体操控能力等)在儿童

早期(２ ~ ５ 岁)应该得到相应水平的发展[１９] ꎮ 但是儿

童的运动能力并不是天生的ꎬ 需要不断练习和巩

固[２０] ꎮ Ｓｔｏｄｄｅｎ 等[２０] 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一个动态、发展

的运动能力模型:儿童早期运动能力的获得有助于提

升体适能水平ꎻ当运动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

身体活动度的提高ꎮ 但该模型认为在儿童早期ꎬ运动

能力和体适能并无相关性ꎬ随着年龄的增加ꎬ进入儿

童中期(６ ~ ９ 岁)两者开始出现相关性ꎬ步入儿童后期

(１０ ~ １３ 岁)和青少年时期后(１４ ~ １８ 岁)ꎬ两者关系达

到高相关[２０] ꎮ 年龄可能是影响运动能力和体适能关

系的重要因素[２１－２２] ꎮ 为了更好地理解运动能力、体适

能的关系以促进运动能力和体适能的健康发展ꎬ本研

究采用大肌肉动作代表运动能力ꎬ探索 ３ ~ ５ 岁幼儿大

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之间的关系ꎬ并验证年龄是否会影

响两者的相关性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１９ 日ꎬ采用方便抽样

的方法ꎬ选取北京市某幼儿园 ２０１ 名 ３ ~ ５ 岁幼儿参与

本研究ꎬ排除患有器质性疾病者、运动障碍者ꎮ 在参

与本研究前ꎬ所有家长均同意并签署知情书ꎮ 实验过

程中ꎬ受试者可以随时退出测试ꎮ 最后儿童粗大动作

发展测试量表有效样本量为 １４５ 名ꎬ其中女生 ６７ 名ꎬ
男生 ７８ 名ꎮ 完成所有国民体质测试(幼儿版)项目综

合评分等级 ７７ 名ꎬ其中女生 ４１ 名ꎬ男生 ３６ 名ꎮ 完成

１０ ｍ 折返跑单项测试者 １３５ 名ꎬ其中女生 ７１ 名ꎬ男生

６４ 名ꎮ 完成立定跳远单项测试者 １７８ 名ꎬ其中 ９１ 名

女生ꎬ８７ 名男生ꎮ 完成网球掷远单项测试者共 １７４
名ꎬ其中 ８７ 名女生ꎬ８７ 名男生ꎮ 完成双脚连续跳和平

衡木测试者共 １５７ 名ꎬ其中 ８１ 名女生ꎬ７６ 名男生ꎮ 完

成坐位体前屈单项测试者共 １５１ 名ꎬ其中 ７９ 名女生ꎬ
７２ 名男生ꎮ 研究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

院伦理委员会评审ꎮ
１.２　 实验测试

１.２.１　 儿童粗大动作发展测试量表(Ｔｅｓｅ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Ｍｏ￣
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ｃ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ＴＧＭＤ) 　 由 Ｄａｌｅ 博士

于 １９８５ 年编制ꎬ２０１０ 年修订( ＴＧＭＤ－２)ꎬ ２０１３ 年进

行再次修订形成粗大动作发展测试量表第 ３ 版( ＴＧ￣
ＭＤ－３)ꎮ 该量表为过程性评价量表ꎬ用于评估 ３ ~ １０
岁儿童的运动能力ꎬ筛选运动能力低下儿童ꎮ 量表包

含 ６ 项位移动作和 ７ 项实物操控动作ꎮ 每一动作分别

由 ３ ~ ５ 个动作评定标准进行评估ꎮ 如果受试者符合

动作评定标准记录为“１”ꎬ不符合动作评定标准则记

录为“０”ꎬ该测试进行 ２ 次ꎬ取 ２ 次成绩之和ꎮ 分值越

高代表动作发展水平越好[２３] ꎮ ＴＧＭＤ－３ 已被证实具

有较好的组成信度 ( ０. ８４ꎬ ０. ８８) 和结构效度 ( χ２ ＝
６１.６８ꎬχ２ / ｄｆ ＝ １.２６ < ３ꎬＧＦＩ ＝ ０.９６ > ０.８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３
<０.０８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４>０.９０ꎬＣＦＩ ＝ ０.９９>０.９０)ꎬ可以作为

评价中国儿童大肌肉动作发展的测量工具[２４] ꎬ并且上

海地区常模已确立[２５] ꎮ
１.２.２　 体适能测试　 采用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

册»(幼儿部分) [２６] 中规定的评定方法对受试者进行

测试ꎮ 选取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双脚连

续跳、１０ ｍ 折返跑、平衡木和身高、体重共 ８ 个评价指

标ꎬ其中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２(ｍ) ２ꎮ
１.３　 测试过程 　 包括 ＴＧＭＤ－３ 测试和体适能测试ꎬ
共进行 ２ 周ꎬ测试时间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１９ 日ꎮ 所

有受试者在第 １ 周内完成 ＴＧＭＤ－３ 测试ꎬ在第 ２ 周完

成体适能测试ꎮ
依据 ＴＧＭＤ－３ 指导手册ꎬ为了确保受试者不因认

知水平从而对测试动作的不理解导致测试结果的不

准确ꎬ在 ＴＧＭＤ－３ 测试开始之前对儿童进行动作示范

但不进行动作讲解ꎬ受试者进行 ２ 次动作展示ꎬ研究者

对动作表现进行评分ꎮ 每名受试对象的测试时间为

２０~ ３０ ｍｉｎꎮ 受试者优势侧肢体的确定由生活老师在

试验开始前确认完成ꎮ 体适能测试所用仪器均为全

国体质测试统一专用仪器ꎬ测试过程符合«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幼儿部分)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ꎬ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运动能力(位移、实物操控、
总分)和体适能(身高、体重、１０ ｍ 折返跑、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数据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年龄和性

别差异ꎬ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平衡木、双脚连续跳、网
球掷远数据分别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比较年龄和性别差异ꎮ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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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皮尔逊双侧相关分析总样本、不同年龄段、不同性

别受试者的运动能力和体适能的相关性ꎮ 最后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ꎬ分析在控制了年龄、性别、身高、ＢＭＩ 后
运动能力(自变量)对于体适能(因变量)的预测作用ꎬ
其中运动能力指标选取粗大运动能力(总分)ꎬ将体质

测试中的 ８ 个单项进行评分ꎬ然后将 ８ 项评分之和作

为体适能指标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幼儿大肌肉动作的年龄、性别特征　 表 １ 显示ꎬ
随着年龄的增加ꎬ３ ~ ５ 岁幼儿的位移、实物操控及总

量表得分均增加(Ｆ 值分别为 ３８.９９ꎬ４１.０３ꎬ５６.５４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ꎮ 位移及总量表得分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Ｆ 值分别为 ０.０７ꎬ１.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是 ３ ~ ５ 岁

男童的实物操控动作分量表得分高于同龄段女童(Ｆ
＝ ４.５８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幼儿体适能的年龄、性别特征　 由表 ２ 可见ꎬ幼
儿的身高、体重、立定跳远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

高(Ｆ 值分别为 １３５.３６ꎬ５２.７２ꎬ３８.９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平

衡木、双脚连续跳、网球掷远能力也随年龄的增加而

提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坐位体前屈 ４ 岁幼儿成绩最低ꎬ
但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 ＝ ２.６３ꎬＰ > ０.０５)ꎮ
１０ ｍ 折返跑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Ｆ ＝ ８.５９ꎬ
Ｐ<０.０１)ꎬ但 ３ 和 ４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３ ~ ５ 岁幼

儿立定跳远、１０ ｍ 折返跑能力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 值分别为 ２.３１ꎬ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平衡木、双脚

连续跳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身高、
体重、坐位体前屈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

别为 ９.０６ꎬ９.０６ꎬ７.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网球掷远能力的

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儿童大肌肉动作指标得分(ｘ±ｓ)

性别 年龄 / 岁 人数 实物操控 位移 总分
男 ３ ３２ ２２.４４±７.１８ １８.２８±７.２０ ４０.７２±１２.７９

４ ２９ ２７.７２±７.６０ ２７.８３±６.３６ ５５.５５±１２.３８
５ １７ ３７.１８±６.３７ ３３.７６±４.３２ ７０.９４±７.８４

女 ３ ３０ ２０.５３±５.１０ ２２.３７±６.８３ ４２.９０±９.５０
４ ２７ ２６.４４±７.５１ ２５.９６±７.５５ ５２.４１±１２.８６
５ １０ ３２.１０±５.８１ ３４.２０±５.５３ ６６.３０±６.７６

合计 ３ ６２ ２１.５２±６.２８ ２０.２６±７.２６ ４１.７７±１１.２８
４ ５６ ２７.１１±７.５１ ３３.９３±４.７１ ６９.２２±８.７２
５ ２７ ３５.３０±６.５５ ３３.９３±４.７１ ６９.２２±８.７２

表 ２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儿童体适能指标

性别
年龄

/ 岁
身高

人数 (ｘ±ｓ) / ｃｍ
体重

人数 (ｘ±ｓ) / ｋｇ
１０ ｍ 折返跑

人数 (ｘ±ｓ) / ｓ
立定跳远

人数 (ｘ±ｓ) / ｃｍ
男 ３ ４６ １０４.２９±４.３７ ４６ １７.５８±１.９２ ２９ １０.３１±２.０１ ５１ ５３.０６±２３.９９

４ ２０ １０９.３１±３.４４ ２０ １９.８８±２.７０ ２２ １０.１９±１.５３ ２３ ６２.６５±１９.２８
５ ２０ １１６.４７±４.３９ ２０ ２２.２０±３.７０ １３ ８.３５±１.８７ １３ ９３.８５±１７.５５

女 ３ ５１ １０２.２０±３.７８ ５１ １６.７９±１.９３ ４５ １０.５８±２.９８ ６５ ５３.０５±１６.１１
４ １５ １０７.４３±３.７７ １５ １８.１６±１.０５ １５ ９.３６±１.２２ １５ ６７.２０±１３.８５
５ １１ １１７.４６±３.７１ １１ ２１.５６±１.７６ １１ ８.３６±０.６７ １１ ８６.２７±１６.５７

合计 ３ ９７ １０３.２０±４.１８ ９７ １７.１６±２.００ ７４ １０.４７±２.６２ １１６ ５３.０５±１６.９６
４ ３５ １０８.５０±３.６５ ３５ １９.１４±２.３０ ３７ ９.８６±１.４６ ３８ ６４.４５±１７.２８
５ ３１ ２２６.８３±４.１３ ３１ ２１.９４±３.１３ ２４ ８.３６±１.４２ ２４ ９０.３８±１７.１８

性别
年龄

/ 岁
网球掷远

人数 (ｘ±ｓ) / ｍ
双脚连续跳

人数 (ｘ±ｓ) / ｓ
坐位体前屈

人数 (ｘ±ｓ) / ｃｍ
走平衡木

人数 (ｘ±ｓ) / ｓ
男 ３ ５１ ３.３２±１.０６ ４０ １５.０３±１０.５５ ３５ １０.２７±３.００ ４０ ３８.３７±２４.７６

４ ２３ ４.２６±１.５６ ２３ ９.９１±４.９２ ２４ ７.６７±３.８９ ２３ ２１.５３±１８.２０
５ １３ ６.７７±２.４４ １３ ５.２９±０.９４ １３ ８.５５±６.１５ １３ １０.９２±１１.２７

女 ３ ６１ ２.９２±０.８１ ５４ １３.０４±６.５７ ５３ １０.３１±３.７８ ５４ ３８.８５±２６.２２
４ １５ ３.８３±１.０２ １６ ８.１６±４.４５ １５ １０.８７±３.８４ １６ ２４.０４±３４.１５
５ １１ ６.１４±１.７９ １１ ５.３１±０.８０ １１ １４.２７±３.２３ １１ ６.４５±３.０２

合计 ３ １１２ ３.１１±０.９５ ９４ １３.８９±８.５０ ８８ １０.３０±３.４７ ９４ ３８.６５±２５.４７
４ ３８ ４.０９±１.３７ ３９ ９.２０±４.７５ ３９ ８.９０±４.１４ ３９ ２２.５６±２５.５７
５ ２４ ６.４８±２.１５ ２４ ５.３１±０.８６ ２４ １１.１８±５.７２ ２４ ８.８７±８.６８

２.３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幼儿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

相关性 　 ３ ~ ５ 岁所有幼儿的位移动作、实物操控动

作、大肌肉动作(总分)和立定跳远、双脚连续跳、网球

掷远呈现低到中度的相关ꎻ１０ ｍ 折返跑和实物操控动

作、大肌肉动作(总分)呈低度相关ꎻ平衡木和位移动

作、大肌肉动作(总分)呈低度相关ꎻ坐位体前屈和位

移动作、实物操控动作、大肌肉动作(总分)的相关无

统计学意义ꎮ ３ꎬ４ 岁组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各

项指标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５ 岁组儿童的实物操控

动作和双脚连续跳呈中度相关ꎮ ３ ~ ５ 岁幼儿的大肌

肉动作和体适能各指标之间逐渐呈现相关的趋势ꎮ
见表 ３ꎮ

表 ４ 显示ꎬ３ ~ ５ 岁男童的位移动作、实物操控动

作、大肌肉动作(总分)和 １０ ｍ 折返跑、立定跳远、走
平衡木、网球掷远呈现弱到中等程度的相关ꎻ而和

ＢＭＩ、坐位体前屈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其中位移动作

和双脚连续跳呈现弱相关关系ꎮ ３ ~ ５ 岁女童的位移

动作、实物操控动作、大肌肉动作(粗分)和立定跳远、
双脚连续跳、网球掷远呈现弱到中等程度的相关关

系ꎻ而和 ＢＭＩ、走平衡木、１０ ｍ 折返跑的相关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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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ꎬ其中实物操控动作和坐位体前屈呈现弱相关ꎮ

表 ３　 不同年龄组幼儿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值)

大肌肉动作 年龄 / 岁 ＢＭＩ 折返跑 立定跳 双脚跳 平衡木 坐位体前屈 网球掷远
位移 ３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２０

４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５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１３ ０.１９
合计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４７∗∗

实物操控 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５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０
合计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４０∗∗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４５∗∗

总分 ３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１９
４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５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２５
合计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５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４　 不同性别幼儿大肌肉动作和健康体适能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值)

大肌肉动作 性别 ＢＭＩ 折返跑 立定跳 双脚跳 平衡木 座位体前屈 网球掷远
位移 男 ０.２０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５０∗∗

女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３７∗∗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４０∗∗

实物操控 男 －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３１∗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３∗∗

女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４９∗∗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５８∗∗

总分 男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３６∗∗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４６∗∗

女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４７∗∗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２６ ０.５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第 １ 个模型中的年龄、性
别、ＢＭＩ 对体适能无预测作用(Ｒ２ ＝ ０.０５ꎬＦ ＝ ２.６２ꎬＰ
>０.０５)ꎻ在第 ２ 个模型控制了年龄、性别、ＢＭＩ 的混淆

作用后加入粗大大肌肉动作(总分)后ꎬ结果显示大肌

肉动作对于儿童的体适能无预测作用(Ｒ２
调整 ＝ ０.０４ꎬＦ

＝ ２.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３ ~ ５ 岁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和体

适能呈低到中等程度相关(除柔韧和身体成分外)ꎮ
除 ５ 岁组幼儿的实物操控动作和双脚连续跳(肌肉力

量)呈中度相关ꎻ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相关

均无统计学意义ꎻ但随着年龄的增加ꎬ相关系数有增

加的趋势ꎮ 该研究证实了儿童早期的大肌肉动作和

体适能之间的关系并不强烈ꎬ随着年龄的增加ꎬ大肌

肉动作和体适能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增强ꎬ且两者之间

的关系是动态的[２０] ꎮ 有研究者采用“大肌肉动作评估

量表” ( ＭＡＢＣ － ２) 测试大肌肉动作ꎬ “体适能测试”
(ＴＰＦ)评估幼儿的体适能水平ꎬ发现 ４ ~ ６ 岁幼儿的大

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之间存在高度相关[２１] ꎮ 对大肌肉

动作和体适能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ꎬ大肌肉动作和心

肺耐力、肌肉力量与耐力的关系从儿童时期(无关到

中等强度相关) 到青少年时期(几乎中等相关) 是动

态、逐步增加的ꎬ其中有研究发现在低年龄组儿童中

发现大肌肉动作和心肺耐力、力量和耐力并没有关

系[２６] ꎬ证实了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关系在儿童早期

是很微弱的ꎮ
尽管单一年龄组的幼儿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

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义ꎬ但随着年龄的增加ꎬ相关系

数整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ꎬ并且总人群的大肌肉动

作和体适能呈现弱到中等强度的相关ꎮ 考虑到 ５ 岁组

有限的样本量可能是导致单一年龄组不存在相关ꎬ整
体存在相关、不同年龄组相关系数整体呈现升高的主

要原因ꎮ
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协同发展的关系可以通过

直接(神经肌肉机制)和间接(身体活动的影响)的方

式进行解释ꎮ 许多体适能和大肌肉动作测试项目的

运动模式都包括了自由操控肢体的多关节活动ꎬ整合

等长、向心、离心的多关节肌肉活动ꎬ以上肌肉关节活

动需要高水平的运动协调和控制能力[２７] ꎮ 高水平的

运动控制能力和成熟的位移动作、实物操控动作对神

经肌肉系统(运动单元的募集和激活、主动肌和被动

肌的协同作用、神经交叉支配肢体)和运动知觉整合

有着更高的要求[２２] ꎬ同时要求基本运动技能得到良好

的发展ꎬ而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需要个体进行有效整

合和操控四肢活动、维持和力量输出有关的高水平的

向心、离心肌肉活动[２８－３０] ꎮ 身体活动模式和身体活动

水平也可以解释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两者之间的关

系ꎬ不同强度、不同类型的身体活动不仅可以影响大

肌肉动作ꎬ也会对体适能产生作用[３１－３３] ꎮ 幼儿经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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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跑、跳、爬等身体活动[３４] ꎬ可以提高肌肉耐力ꎮ
经常参与身体活动ꎬ可以提高体适能状况并且获得影

响动作发展速度和方向的经验和机会[１８] ꎮ 重复性的

高水平的肌肉活动和运动、休闲体育中的基本运动技

能的表现有关ꎬ同时还能提升肌肉耐力水平[２２] ꎮ
相较于位移动作ꎬ实物操控动作和体适能的关系

更加密切ꎮ 实物操控动作涉及视觉追踪、视觉和运动

觉的整合ꎬ通常在 ５ ~ ６ 岁后ꎬ儿童开始进入熟练掌握

时期[１９] ꎬ熟练掌握这些技能的前提是学习和不断地练

习巩固[３５－３６] ꎮ 有研究者认为实物操控动作可能是解

释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关系的重要变量ꎮ 在儿童时

期以及青少年时期ꎬ熟练实物操控动作可以促进参与

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ꎬ而想要在活动中表现好ꎬ则需

要较高水平的体适能ꎮ 位移动作的发展早于实物操

控动作ꎬ在儿童早期位移动作对于体适能的影响可能

更大[３７] ꎬ与本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大肌肉动作

的提高是个体随着时间的改变ꎬ生理、心理、任务、环
境的复杂整合而获得的[８] ꎮ 本实验所涉及幼儿园户

外活动主要以各类器械活动为主ꎬ包括拍球、踢球、跳
绳、扔飞碟等练习活动ꎬ相较于位移动作、在结构化的

体育教学活动中ꎬ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物操控动

作的练习和发展ꎬ因此在本研究中实物操控动作和体

适能的关系更加密切ꎮ 也提示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制

定幼儿体育课程时要合理安排位移类游戏和实物操

控类游戏ꎬ使幼儿的粗大动作运动能力协调发展ꎮ
本研究中 ＢＭＩ 与大肌肉动作并未发现任何关系ꎮ

目前针对 ＢＭＩ 与大肌肉动作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

议ꎬ已有研究显示ꎬ当不按照体质量指数高低对受试

儿童进行分类时ꎬ未见大肌肉动作和 ＢＭＩ 之间的相关

关系[３８－４０] ꎻ当被试为超重和肥胖儿童时ꎬ显示大肌肉

动作发展水平越高的儿童其 ＢＭＩ 指标越低[４１] ꎬ在正

常儿童中两者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４２] ꎮ 因此本研究

认为在正常发育儿童中ꎬ大肌肉动作和 ＢＭＩ 之间并不

存在相关关系ꎮ 提示应特别关注超重及肥胖儿童ꎬ积
极促进其大肌肉动作发展ꎬ增强其身体活动参与ꎬ以
促进健康体适能水平ꎮ

除女生的实物操控动作和坐位体前屈(柔韧)呈

现弱相关关系ꎻ男生、总体以及女生的其他大肌肉动

作和柔韧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ꎮ 有研究对柔韧和大

肌肉动作的关系进行了综述ꎬ大多数研究发现柔韧与

大肌肉动作不存在相关[２７] ꎬ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

一步探讨ꎮ
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不同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在

男生和女生之间并不完全相同ꎮ 男生的大肌肉动作

和体适能的更多指标呈现相关关系[４３] ꎮ 有研究者发

现ꎬ与男生相比ꎬ女生的精细运动和体适能的相关性

更高[２２] ꎬ表明更高水平体适能的女生可能花费更多的

时间在功能性活动ꎬ 来练习和发展精细大肌肉动

作[１８] ꎬ男生可能更喜欢球类运动ꎬ从而发展更高水平

的实物操控动作[４４] ꎮ 因此ꎬ导致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

之间的相关性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并不完全相同[４５] ꎮ
在测试过程中ꎬ研究人员发现ꎬ和男生相比ꎬ女生走平

衡木的时间更长ꎬ可能是怕高、怕摔等个人心理因素

影响ꎬ而不仅仅是平衡能力单一因素作用结果ꎮ
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大肌肉动作对体适能的预测

作用发现ꎬ在控制了年龄、性别、ＢＭＩ 后 ３ ~ ５ 岁幼儿的

大肌肉动作对体适能并没有预测作用ꎬ可能与儿童早

期ꎬ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之间的相关性不高有关ꎮ 有

研究采用同样的方法对 ４ ~ １３ 岁儿童进行研究发现ꎬ
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相关系数较高[２２] ꎮ 考虑到大

肌肉动作和体适能的动态关系ꎬ在以后的研究后可以

扩大年龄范围ꎬ探究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ꎬ年龄对于

大肌肉动作和体适能关系的影响ꎻ大肌肉动作能够预

测体适能的具体阶段以及大肌肉动作能够多大程度

预测体适能水平ꎬ以便为相应年龄段儿童的动作发展

和促进提供借鉴和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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