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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ꎬ为制定本地区学龄前儿童健康策略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抽取上海市 ４ 个区 １７４ 所幼儿园共 ９ ８３３ 名 ３~ ６ 岁学龄前儿童ꎬ应用小龄发育性协调障碍问

卷(Ｌｉｔｔ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ＣＤＱ)对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进行调查ꎮ 结果　 儿

童总运动协调能力得分及运动控制能力、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一般协调性得分分别为(６７.９６±８.４４)( ２３.０１±２.９２) (２２.８５±
２.９７)(２２.１０±３.１２)分ꎬ且均随年龄增长逐步增加(Ｐ 值均<０.０１)ꎬ女童运动协调能力各项得分均高于男童(Ｐ 值均<０.０１)ꎮ
运动协调障碍的发生率为 ４.４％ꎬ疑似运动协调障碍为 ７.９％ꎬ３ ~ ６ 岁各年龄组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发生率分别为 ７.０％ꎬ
４.７％ꎬ３.５％ꎬ２.７％ꎬ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χ２

趋势 ＝ ９２.０４ꎬＰ<０.０１)ꎻ男、女童发生率分别为 ５.３％ꎬ３.４％ꎬ男童发生率高于女童

(χ２ ＝ ３１.７０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上海市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发展水平良好ꎬ且存在年龄发展趋势和性别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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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８１６７３１７９)ꎻ上海市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适宜技术联合开发推广应用项目

(ＳＨＤＣ１２０１６２３９)ꎻ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课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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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保健ꎮ
【通讯作者】 　 花静ꎬ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ｇｈｕａ＠ ｔｏｎｇｊｉ. ｅｄｕ. ｃｎꎻ古桂雄ꎬＥ￣ｍａｉｌ:ｓｚ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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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是儿童学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ꎬ
对促进智能发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１] ꎮ 相对于智

力和学业成绩ꎬ儿童的运动协调能力容易被社会、学
校及家庭相对忽视[２] ꎮ 学龄前儿童处于生命早期ꎬ因
特有的生理、心理特征ꎬ处于运动协调能力发展的关

键期ꎬ并且对儿童期的身体形态、身体功能以及各方

面的能力发展也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ꎮ 本研究通过

对上海市学龄前儿童运动发展能力的筛查ꎬ以期能推

进全国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的流行病学调查ꎬ并
为制定学龄前儿童科学运动策略提供客观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上海市静安

区、浦东新区、松江区、闵行区 ４ 个区的 １７４ 所幼儿园ꎬ
总计 ９ ８３３ 名 ３ ~ ６ 岁学龄前儿童ꎮ 共发放问卷 ９ ８３３
份ꎬ全部收回ꎮ 其中男童 ５ ２１８ 名ꎬ女童 ４ ６１５ 名ꎻ３ 岁

组 １ ７０８ 名ꎬ４ 岁组 ３ ３５８ 名ꎬ５ 岁组 ３ １５８ 名ꎬ６ 岁组

１ ６０９名ꎻ本市户籍 ５ ４５９ 名ꎬ非本市户籍 ４ ３７４ 名ꎻ独
生子女 ６ ２５１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３ ５８２ 名ꎮ 平均体质量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为(１５.９３±２.１５) ｋｇ / ｍ２ꎬ根
据 ＷＨＯ 年龄别体重指数[３] ꎬ 超重儿童 １ ４７２ 例

(１４.９７％)ꎬ肥胖儿童 ９１２ 例(９.２７％)ꎮ 本研究获得同

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ꎬ调查

０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



前得到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ꎮ
１.２　 工具　 小龄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问卷(Ｌｉｔｔ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ＣＤＱ)由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问卷(加拿大 Ｗｉｌｓｏｎ
等[３]编订)延伸而来ꎬ中文版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ＣＤＱ 根据中国的

文化背景按照独立及专业性的中文语言翻译而来ꎬ然
后回译成原始版本与原内容进行比较ꎮ 该问卷共包

括 １５ 个项目ꎬ适用于 ３ ~ ６ 岁儿童ꎮ 共包括运动控制

能力、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一般协调性 ３ 个分量表ꎮ
该问卷为家长填写式问卷ꎬ采用 １ ~ ５ 级标准评分ꎬ１ ~
５ 级评分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有点符合”“中等程

度符合”“相当符合” “最符合”ꎬ总分为 １５ ~ ７５ 分ꎬ得
分越高代表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越好ꎮ 总分<４９ 分考虑

为运动协调障碍儿童ꎬ４９ ~ ５７ 分为疑似运动协调障碍

儿童ꎬ>５７ 分为正常儿童ꎮ 国内外研究显示ꎬ该问卷具

有较好的信、效度ꎬＷｉｌｓｏｎ 等[３] 学者在加拿大对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ＣＤＱ 的研究发现ꎬ该问卷重测信度高ꎬ内部一致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４ꎬ采用因子分析方差极大法显

示 ２ 个因素方差贡献率为 ６１.４％ꎬ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ꎮ 国内金华等[４－５] 研究显示ꎬＬｉｔｔｌｅ ＤＣＤＱ 量表具有

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重测信度和较好的结构

效度ꎮ
１.３　 方法　 调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进行ꎬ采用手机电

子问卷调查的形式ꎬ由经课题组成员培训的幼儿教师

在幼儿园家长会上向家长介绍调查目的、问卷内容、
填写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ꎬ会后由家长在手机上填写

电子问卷ꎬ系统后台回收问卷结果ꎮ 项目组通过电子

问卷字段定义和后期数据逻辑性核查对调查结果进

行二次“质控”ꎬ从而保证了问卷质量ꎬ确保问卷的有

效性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系统后台回收的问卷结果导入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ꎬ并建立数据库ꎬ经核查无误后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计量资料均值 ２ 组间的

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２ 组以上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ꎬ不同年

龄组趋势分析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ꎮ 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不同年龄组趋势分析采用趋势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组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比较 　
９ ８３３名受试儿童总的运动协调总分为(６７.９６±８.４４)
分ꎬ运动控制能力、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一般协调性

得分分别为(２３.０１±２.９２)(２２.８５±２.９７) (２２.１０±３.１２)
分ꎮ 不同年龄组儿童运动协调能力总分及各分量表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见表 １ꎮ 运

动控制能力、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一般协调性、总分

趋势检查结果显示ꎬ随年龄具有上升趋势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 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性别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比较　 学龄

前女童在运动控制能力、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一般协

调性各项得分及总分中均高于男童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得分比较(ｘ±ｓ)

年龄和性别 人数 统计值
运动

控制能力

精细运动

/ 书写能力
一般协调性 总分

年龄 ３ １ ７０８ ２２.３６±３.１９ ２１.８４±３.２６ ２１.３９±３.３３ ６５.５９±９.１１
/ 岁 ４ ３ ３５８ ２２.８２±２.９６ ２２.５７±３.０６ ２１.９０±３.１６ ６７.２８±８.５７

５ ３ １５８ ２３.２６±２.７８ ２３.２６±２.７４ ２２.３６±３.０１ ６８.８８±８.００
６ １ ６０９ ２３.５９±２.５９ ２３.７１±２.４４ ２２.７９±２.８４ ７０.０９±７.４５

Ｆ 值 ６８.９６ １４７.００ ６２.９６ １０１.５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５ ２１８ ２２.９３±２.９９ ２２.４８±３.１６ ２１.８７±３.２０ ６７.２８±８.７６
女 ４ ６１５ ２３.０９±２.８４ ２３.２７±２.６７ ２２.３７±３.０１ ６８.７４±８.００

ｔ 值 －２.７７ －１３.４４ －８.０３ －８.６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不同年龄性别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分布　
９ ８３３名受试儿童中存在运动协调障碍占 ４. ４％ (４３１
名)ꎬ疑似运动协调障碍占 ７.９％(８１０ 名)ꎬ无运动协调

障碍占 ８７.７％(８ ６２２ 名)ꎮ ３ ~ ６ 岁组运动协调障碍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１.４１ꎬＰ<０.０１)ꎬ且随着

年龄增长ꎬ运动协调障碍的发生率逐渐下降( χ２
趋势 ＝

９２.０４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性别儿童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３１.７０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运动协调障碍构成

年龄和性别 人数
运动

协调障碍

疑似运动

协调障碍

无运动

协调障碍
年龄 / 岁 ３ １ ７０８ １２０(７.０) １９０(１１.１) １ ３９８(８１.９)

４ ３ ３５８ １５８(４.７) ２９２(８.７) ２ ９０８(８６.６)
５ ３ １５８ １１０(３.５) ２１４(６.８) ２ ８３４(８９.７)
６ １ ６０９ ４３ (２.７) ８４ (５.２) １ ４８２(９２.１)

性别 男 ５ ２１８ ２７５(５.３) ４５４(８.７) ４ ４８９(８６.０)
女 ４ ６１５ １５６(３.４) ３２６(７.１) ４ １３３(８９.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长期运动发展理论(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ꎬＬＴＡＤ)将运动协调能力看成是学龄前儿童重要

的阶段发展目标ꎬ认为学龄前阶段是儿童运动协调能

力和身体素质学习与发展的重要阶段[７] ꎮ 而发育性

协调障碍问卷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ＤＣＤＱ)是国际公认的运动协调能力的

测试工具ꎬ也作为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ＤＣＤ) 的筛查量表[８] ꎬ通过对家

庭环境、幼儿园学前环境以及户外活动玩耍 ３ 个不同

背景区域中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进行测量ꎬ基本

涵盖了学龄前儿童的所有运动场所ꎮ 本研究应用 Ｌｉｔ￣
ｔｌｅ ＤＣＤＱ 量表作为评估工具ꎬ发现上海市学龄前儿童

运动协调能力发展水平良好ꎬ存在年龄发展趋势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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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ꎬ而运动协调障碍的发生率为 ４.４％ꎬ疑似运动

协调障碍为 ７.９％ꎮ
本次调查结果与以色列学龄前儿童[９] 比较ꎬ上海

市学龄前儿童运动控制能力较高ꎬ而精细运动 / 书写

能力、一般协调性能力较以色列儿童差ꎬ总体运动协

调能力较以色列学龄前儿童略有落后ꎮ 与加拿大 ３ ~
４ 岁学龄前儿童[４] 比较ꎬ本文中男童运动协调能力得

分低于加拿大ꎬ女童得分高于加拿大ꎬ两国学龄前儿

童总体运动协调能力无明显差异ꎻ与荷兰学龄前儿

童[１０]运动协调能力得分比较无明显差别ꎮ 提示上海

市学龄前儿童与国外学龄前儿童运动协调能力无明

显落后ꎮ 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文化程

度的不断进步ꎬ父母及家庭对于儿童运动协调能力的

重视及培养意识正逐步增加ꎬ使学龄前儿童的运动协

调能力总体发展良好ꎮ 而 ３ ~ ６ 岁的学龄前儿童正处

于基本动作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ꎬ建议家长开展多样

化活动ꎬ促进儿童日常动作技能的提高ꎬ获得更好的

运动控制和精确度ꎬ而且有助于儿童身体素质的提

高ꎬ减少超重、肥胖的发生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龄前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筛

检阳性率为 ２.７％ ~ ７.０％ꎬ与国外研究结果近似[１１] ꎮ
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是一种非躯体疾病引起的运动

协调能力的损害ꎬ可对患儿的日常活动或学业成绩产

生影响ꎬ是儿童期常见的特殊发育障碍之一[１２－１３] ꎮ 其

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会持续至青春期甚至成人

期[１４] ꎮ 幼儿时期是筛查儿童运动协调障碍的重要年

龄段ꎮ
此外ꎬ各年龄组儿童的运动协调能力和发育性协

调障碍的发生率有显著差异ꎬ随着年龄增长ꎬ儿童运

动协调能力有所提高ꎬ而运动协调障碍的发生率逐渐

下降ꎬ且存在性别差异ꎬ与国内外研究一致[１１ꎬ１５－１７] ꎮ
存在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大脑神经元髓鞘化随年

龄增长逐步成熟ꎬ使与运动协调能力相关的脑功能不

断完善[１８－１９] ꎬ而骨骼、肌肉等也不断发育完善ꎬ从而促

进运动技能不断地习得并强化ꎮ 此外ꎬ目前造成性别

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ꎮ
运动协调能力的发展对儿童将来的活动水平和

质量以及健康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ꎬ这些能力如果在

学龄前阶段得到学习和发展ꎬ不仅能提高儿童的身体

素质ꎬ并且能够强化终身运动的理念ꎬ为儿童一生的

健康赢得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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