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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中国儿童青少年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爆发力变化的规律ꎬ为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发展提供数据支

撑ꎮ 方法　 对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 ７~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立定跳远相关测试成绩的变化率进行可视化纵向分析和男女之间

的横向对比ꎮ 结果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儿童青少年爆发力素质敏感期出现动态变化的特征ꎬ女生爆发力发展的敏感期出

现在 ７~ ８ 岁之间ꎬ立定跳远成绩变化率达到 ８％以上ꎬ为 ７~ １８ 岁间爆发力素质发展的敏感期ꎬ整体趋势维持测试成绩变化

率小幅度波动向下ꎮ 男生爆发力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为 １２~ １４ 岁ꎬ立定跳远成绩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９％以上ꎬ７ ~ １８ 岁间成

绩变化率的拐点也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ꎬ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１~ １２ 岁提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 １１ 岁ꎬ其中 ２０１０ 年成绩变化率

的斜率最大ꎮ 结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 ７~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立定跳远测试成绩的变化率在不断变化ꎻ男女之间的差异

不仅体现在爆发力的能力上ꎬ在爆发力素质发展敏感时间上也有明显差异ꎮ 在体育教学中要更大程度地顺应儿童青少年

阶段性身体发育的特点ꎬ让体育教学活动更加高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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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键(１９６５－　 )ꎬ男ꎬ江苏苏州人ꎬ博士ꎬ主要研究方向为

学校体育学与体育心理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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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ꎬ儿童青少年高水平与健康相关的体能

(如有氧能力、力量素质、柔韧素质等)ꎬ能降低心血管

疾病和慢性病的风险[１－２] ꎮ 来自啮齿动物的研究验证

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和敏感期的自然属性[３] ꎮ 敏感

期是由敏感性延伸出来的ꎬ敏感性是儿童发展的本

能ꎬ使儿童获得某种特殊的与自身特点密切相关的外

部信息的能力[４] ꎮ 运动敏感期是儿童青少年身体素

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ꎬ在这个时期促进身体的发展

不仅省时省力ꎬ效果也较其他时期显著ꎮ 本文利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５ 次全国大规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的相关测试数据来分析儿童青少年爆发力素质发育

的敏感期ꎬ以期为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利用 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年

２３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５ 次全国大规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 ７ ~ １８ 岁的儿

童青少年立定跳远测试成绩数据ꎬ数据来源范围包括

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ꎮ ５ 个年份城市男生人

数分别为 １２３ ４７６ꎬ６３ ２６１ꎬ６６ ８４５ꎬ７３ ８２２ꎬ５３ ８３０名ꎻ乡
村男生分别为 １１４ ０００ꎬ６２ ５３６ꎬ６６ ９００ꎬ７２ ３９１ꎬ５３ ８５７
名ꎻ城市女生分别为 １２２ ２１２ꎬ６３ ３２３ꎬ６６ ７１４ꎬ７３ ７４９ꎬ
５３ ７４４ 名ꎻ乡村女生分别为 １１１ ４２７ꎬ６０ ３７２ꎬ６５ ８０８ꎬ
７１ ６４２ꎬ５３ ８８８名ꎮ
１.２　 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

统计分析ꎬ计算不同年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青

少年的立定跳远测试均值ꎬ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Ｔａｂｌｅａｕ
１０.３ 进行增长率的可视化计算分析ꎮ 首先纵向比较

不同年龄段学生爆发力素质在 ２５ 年间的变化特点ꎬ然
后横向比较男生和女生之间爆发力发展的敏感期

特点ꎮ
本文将学生爆发力素质相对快速变化的时期定

义为爆发力素质发展敏感期ꎮ 计算方法使用突出成

绩增长绝对值的公式[５] :

Ｎｎ－１ ＝
ｙｎ －ｙｎ－１

ｙ１

公式中 Ｎｎ－１为学生 ｎ－１ 岁时的测试成绩变化率ꎬ
ｙｎ 和 ｙｎ－１分别表示第 ｎ 岁(代表增长 １ 岁后)和 ｎ－１
岁(代表需要测算的年龄)的测试成绩ꎮ ｙ１ 代表基期

的测试成绩ꎮ 此公式的选取是参考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ꎬ折算依据之一就是成绩变化值与基础成绩(指选

取作为标准的成绩)比较ꎬ以排除上一年测试成绩的

变化对增长率计算的影响ꎬ在纵向的比较研究中更为

适用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年份男生爆发力素质敏感期变化特点　 总

体而言ꎬ男生立定跳远测试成绩与测试年龄呈现正相

关ꎬ测试成绩增长率与测试年龄呈现波浪式上升的特

性ꎮ ２５ 年间ꎬ男生爆发力敏感期始终出现在 １２ ~ １３ 岁

之间ꎬ但变化率最大值有所不同ꎬ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成绩

变化率均能达到 １２％以上ꎬ而在 １９８５ 年成绩变化率

只有 １０.９％ꎮ ７ ~ ８ 岁年龄段 １９８５ 年的成绩变化率仅

为 ７.８９％ꎬ与 ２０００ 年相差 ２ 百分点ꎮ ２５ 年间ꎬ儿童青

少年爆发力素质的敏感期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动态

的变化特征ꎬ敏感期前周期变化率向上的拐点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１ ~ １２ 岁提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 １１ 岁ꎬ爆发力素

质增长高峰期过后ꎬ１６ ~ １８ 岁间成绩变化率逐渐减

缓ꎬ且 ２０１０ 年减缓趋势的斜率最大ꎮ 由此推测ꎬ虽然

在 ２０１０ 年成绩变化率有提前的趋势ꎬ但在 １５ 岁以后

变化率下降的阶段ꎬ下降的速率也要高于前 ２０ 年ꎮ 就

５ 次测试成绩变化率的斜率而言ꎬ１９８５ 年不同年龄阶

段测试成绩变化率差异最小ꎬ１９９０ 年以后的测试成绩

变化率斜率差异的情况基本类似ꎮ 见图 １ꎮ
２.２　 不同年份女生爆发力素质敏感期变化特点　 女

生立定跳远成绩在 ２５ 年间的变化趋势并未发生较大

改变ꎬ爆发力素质发展的敏感期始终出现在 ７ ~ ８ 岁之

间ꎬ但不同年份成绩变化率的大小不同ꎬ１９８５ 年的测

试中 ７ ~ ８ 岁女生的成绩变化率为 １０.５９％ꎬ而 ２０１０ 年

只有 ８.２８％ꎮ 女生立定跳远测试成绩维持小幅度波动

向下的趋势ꎬ在 １４ ~ １５ 岁年龄段ꎬ女生爆发力素质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小幅度提升ꎬ其中 １９８５ 年女生成绩增

长延续了 ２ 年ꎬ从 １４ 岁到 １６ 岁ꎬ而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平

稳小幅度增长的趋势得到了延续ꎮ 到 １７ ~ １８ 岁ꎬ女生

的爆发力基本没有变化ꎮ 见图 ２ꎮ

图 １　 男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立定跳远成绩变化率

图 ２　 女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立定跳远成绩变化率

２.３　 男、女生爆发力素质敏感期比较　 整体而言ꎬ男、
女生爆发力素质敏感期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差异ꎬ在
成绩变化率上也显示出不一致性ꎬ７ ~ １８ 岁各年龄阶

段男生的爆发力均大于女生ꎮ ７ ~ ８ 岁男、女生在爆发

力素质方面的增长率保持一致ꎬ从 １０ 岁开始ꎬ两者开

始出现分化ꎬ男生测试成绩增长率不断提升ꎬ测试成

绩均值也大幅度上升ꎬ而女生测试成绩增长率不断减

少ꎬ测试成绩变化趋于平稳状态ꎬ此时不同性别之间

的差异越来越明显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男生爆发力素质

处于快速发展的敏感期阶段时ꎬ女生爆发力素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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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处于变化的平台期ꎬ虽然在此阶段女生爆发力素质

不具有快速发展的敏感性ꎬ但如果保持适当运动干

预ꎬ则能更加长久地维持爆发力素质水平ꎬ且能延迟

女生在 １２ ~ １３ 岁阶段测试成绩变化率的快速下降

趋势ꎮ

３　 讨论

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身体素质、运动能

力、心理发展是构成体质健康互相影响的 ５ 个重要因

素ꎬ身体的形态结构是体质的外在表现ꎬ生理功能、身
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是体质的物质基础[６] ꎮ 爆发力的

发展与肌肉力量有很大关系ꎬ但也需要认识到神经系

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是影响爆发力素质发展的重要

因素ꎬ工作效率高的神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募集到

最多的肌肉参与运动ꎬ与此同时ꎬ运动产生的神经营

养因子也能更好地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ꎬ两者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ꎮ 因此ꎬ在指导学生进行力量练习过程

中ꎬ要选择爆发力素质发展最敏感的时期予以运动刺

激ꎬ刺激过程中不仅要着重力量素质的练习ꎬ更要增

加对瞬时爆发性的训练ꎬ刺激神经系统的发育ꎬ使体

育锻炼更加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发展ꎮ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爆发力素质的发展有显著

差异ꎬ敏感期发展阶段也有明显的不同ꎮ 男生和女生

之间的成绩差异在 １０ 岁之前并不十分明显ꎬ男生进入

青春期之后ꎬ到爆发力素质增长的高峰期ꎬ女生在青

春期阶段没有出现爆发力素质爆发增长的情况ꎬ两者

成绩之间的差异快速扩大ꎮ 男生青春期发育后肌肉

的含量增加是造成差异的直接原因ꎬ但也不能忽视男

生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有大量运动的积累ꎬ无论肌肉耐

力还是神经系统的刺激都较女生多ꎬ从而获得在 １２ ~
１４ 岁之间爆发力素质的快速增长ꎮ 提示应利用青春

期人体激素的变化达到促进儿童青少年速度素质的

增长效果ꎬ而不是在青春期已经开始的过程中加以刺

激ꎮ 针对男、女生对爆发力素质发展的要求不同ꎬ可

以对锻炼方案进行一定的区别化制定ꎬ对男生通过抗

阻练习来发展最大力量和力量耐力的时候ꎬ女生可以

通过快速、低负重的力量练习来发展爆发性ꎬ从最大

程度上保证锻炼刺激的长期性和有效性ꎮ
敏感期是指大脑的结构或者功能对特定的外部

刺激非常敏感的阶段ꎬ在此阶段ꎬ大脑特别容易接受

经验的影响以促进结构与功能的发展[７] ꎮ 对儿童青

少年爆发力素质的干预不能仅局限在测试成绩变化

最大的年龄阶段ꎬ而要注重敏感期前期的积累效应ꎮ
从敏感期前就积累敏感期发展的必要干预ꎬ使敏感期

的刺激效果更加明显ꎮ 研究爆发力素质的敏感期就

是要通过大量纵向的数据对比发现儿童青少年在生

长发育中的普遍规律ꎬ进而帮助他们更加科学地发展

身体素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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