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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关键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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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是首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式，该模式提出了“运动负荷、体能练习、

运动技能”三大关键要点。研究以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以实验结果为实践依

据，对三大关键要点的立意、基本要求和时间标准的确立进行系统论证。研究表明，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

三大关键要点具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三大关键要点有利于健康体育课程

模式的理念落实和目标达成，有助于学生学会运动并喜欢体育课，有益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充分体现体育与健康

课程的健身育人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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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促进我国中小学新课标的落实和学生体育与

健康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2015 年教育部国家中小学体

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和修订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

季浏教授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的精神，基于国家颁布的中小学《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结合

国外研制体育课程模式的经验和国内实践，提出了具有

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式，即中国健

康体育课程模式（季浏，2015，2019）。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表 1）是国家《课程标准》同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主要抓手，既有助于落实《课程标

准》的精神和理念，又针对课程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提供明

确的思想和方法（季浏，2015）。该模式从大课程观视角，

在课程论概念话语体系下，从模块、单元层面上整体设计

课程，重点探讨课程实施，并提出总体要求和具体方法。

该模式经过 5 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以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及国内外

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以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健康

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的前期实验结

果为实践依据，对“运动负荷、体能练习、运动技能”三大

关键要点的立意、基本要求和时间标准的确立进行了系

统论证，以期促进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在中小学体育

教学实践中的推广。

1 “运动负荷”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1.1 “运动负荷”要点的立意

体育课运动负荷主要是指学生在体育课中从事身体

练习时所能承担的量与强度对机体的刺激程度，包括运

动强度和运动量（董翠香，2003）。体育课的运动强度用

心率衡量，运动量用运动密度表示。机体承受的运动负

荷是对机体的刺激，是引起各器官系统功能产生适应增

强的诱发因素。但运动负荷过大容易引起疲劳和损伤，

故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生，设置安全、有效的体育锻炼运

动负荷尤为重要。因此，体育课上设置科学合理的运动

负荷是提高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运动技能

和体能发展及良好心理品质形成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学

科健身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

运动负荷是决定体育课教学效果和质量的关键因

素，但我国中小学体育课长期处于负荷不足的状态，具体

表现为平均心率低、练习时间短、次数少等（董纪文 等，

2010；段佳丽 等；2015；何晓渝，2004）。为此，国务院办

公厅于 2016 年 5 月发布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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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中明确

提出，要注重科学安排体育课的运动负荷。然而，已有研

究并未验证中小学体育课运动强度的量化范围。因此，

为解决我国体育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运动负荷不足的问

题，保证体育课的教学效果和质量，该模式提出了运动负

荷要求，并基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的最佳

负荷，确立了运动强度和运动密度的标准，即每节体育课

的运动强度为平均心率达到 140～160 次/min，运动密度

75% 左右。

1.2 运动强度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运动强度反映运动负荷对机体的刺激强度，国内外常

用来评定运动强度的测试指标有主观疲劳感觉程度（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心率（heart rate，HR）和吸氧量

（VO2）。RPE 是瑞士生理学家 Borg 研制的主观疲劳感觉

等级量表，因其操作简便而被广泛应用于运动强度的评

估（Lupo et al.，2017；Scott et al.，2013），但要求受试者能

够客观且准确地判定自我疲劳等级，对受试者的自我评

判能力要求较高，故其应用于对中小学生运动强度评估

的可靠性较低。HR 作为运动强度的评定指标是最普遍

的做法（刘洪珍 等，1996；Hoydal et al.，2017），因与运动

强度之间有良好的线性相关（乔德才，2012），并可通过便

携式电子穿戴设备进行实时监测（Thomson et al.，2019），

测定简便可靠，且可用于对大样本的实时监测，故在体育

课中最宜采用 HR 指标对运动强度进行量化。VO2是指机

体在呼吸过程中吸收的氧气量，用 VO2来界定运动强度较

为准确（Jones et al.，2005），但测定需要在实验室条件下运

用大型专业仪器进行测量，故不适用于体育课中运动强

度的评估。研究发现，HR 与 VO2 之间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Londeree et al.，1976；Skinner et al.，1974），且氧储备百分

比（%VO2R）与心率储备百分比（%HRR）具有高度关联

性 ，二 者 几 乎 完 全 吻 合（Byrne et al.，2002；Hui et al.，

2006；Swain et al.，1997）。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公布的《ACSM 运动测

试与运动处方指南》自第 6 版开始对运动强度的评定建议

用%VO2R 或%HRR 代替%V
.

O2max 或%HRmax（American Col‐

lege of Sports Medicine，2000）。因此，在计算运动强度

时%VO2R 与%HRR 可相互替换，且用%HRR 评定运动强

度已广泛应用于体育活动和训练中。

有研究证明，中大强度体力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对体质健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武海潭 等，2015；Batacan et al.，2017），已有研究并不能

够证明大强度体力活动的健身效果好于中等强度（Andre‐

ato et al.，2019；Schaun et al.，2019），但中等强度对情绪改

善（Schneider et al.，2015；Williams et al.，2008）和运动坚

持（Margaret et al.，2015；Perri et al.，2002）的效果更好。

因此，从增强体质健康、提高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和

形成终身体育等促进身心健康协同发展的角度，中等强

度为最适宜的运动强度，是解决“青少年儿童体质连续 30

年下降”和“学生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问题的最佳

运动强度。《ACSM 运动测试与运动处方指南》（第 9 版）将

运动强度界定为：中等强度为 40%～60%VO2R 或 HRR，大

强度为≥60%VO2R 或 HRR，并提出年轻人参与体力活动的

强 度 建 议 为 ≥50%VO2R 或 HRR（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2013）。因此，适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协

同发展的最佳运动强度为 50%～60%VO2R或 HRR。

对 HRR 的计算常采用 Karvonen 公式（Karvonen et al.，

1957）：

%HRR =
HR - HRrest

HRmax - HRrest

× 100%

其中，HRrest为安静心率，HRmax为最大心率。该公式被

广泛应用于体育训练领域，其普适性已得到了证实（She

et al.，2015）。根据 Karvonen 公式，需要确定中小学生的

HRmax 和 HRrest。对 HRmax 的计算常采用 HRmax=220-年龄，但

也有研究对这种算法提出了质疑，指出该算法造成的误

差过大，并不适用对儿童青少年 HRmax 的计算（Robert et

表1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的结构与内涵

Table1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of China

问题

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下降

体能水平下滑、肥胖率居高不下

意志薄弱、活力不足、交往缺乏、性格孤僻、焦虑抑郁

模式

总体要求

学习目标：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

教学内容：学生喜爱的、能够学以致用的内容

教学方式：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

课堂氛围：民主平等，和谐互动，积极向上

学习评价：重视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关键要点

运动负荷：运动密度75%以上，运动强度140～60次/ min

体能练习：10 min左右的体能练习

运动技能：以活动和比赛为主，20 min左右

求解

体格健美，体能强健

意志坚强，乐观开朗

团结合作，品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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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2）。因此，有研究者对 26 项（n=1 883）以 HR 衡量

体力活动量的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最终得出了 3～17 岁

儿童青少年的 HRmax 和 HRrest 为：HRmax≈200 次/min（199.8±

3.0）；HRrest≈80 次/min（81.1±8.4）（Epstein et al.，2001），这与

Rowland（1993）的研究相吻合。

根据 Karvonen 公式可得出中小学生 50%～60%HRR

的 HR 范围。具体算法如下：

50%HRR =
HR1 - HRrest

HRmax - HRrest

× 100% =
HR1 - 80
200 - 80

× 100%

60%HRR =
HR2 - HRrest

HRmax - HRrest

× 100% =
HR2 - 80
200 - 80

× 100%

计算得到:HR1 = 140 次/min ; HR2 = 160 次/ min。
因此，中小学生 50%～60%HRR 对应的 HR 为 140～

160 次/min。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研究团队的相

关实验研究也佐证了这一强度的适宜性（蔡瑞金 等，

2019a；胡子祥，2017；刘丽娟，2015；武海潭，2014）。因此，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体育课运动强度为 140～

160 次/min，是最适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的运动

强度。该范围符合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

《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运动负荷卫生标准（WS/T 101-1998）》

提出的“中小学体育课基本部分的平均心率应在 120～

200 次/min、低于 120 次/min 或高于 200 次/min 不利于学生

身体的发展”。

1.3 运动密度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运动密度是指每节体育与健康课学生总体运动时间

占课堂总时间的比例（季浏，2018a），即：

运动密度 =
学生总体运动时间

一节课的总时间
× 100%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指出运动技能学练和体能练

习是体育课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体育课的运动密度应达到

75% 以上，由于一节体育课的时间是 40 min，根据运动密

度的计算公式可推导出：学生总体运动时间=运动密度×

一节课的总时间=75%×40 min=30 min。并提出运动技能

学练时间为 20 min 左右，体能练习时间标准为 10 min 左

右，教师让学生集体停顿下来用于讲解和示范等的时间

为 10 min 左右，即学生总体运动时间是体能练习时间与

运动技能学练时间的总和。其理论依据有以下 5 各方面。

第一，1998 年《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运动负荷卫生标准

（WS/T 101-1998）》规定：“健康中小学生体育课和课外体

育活动每周不得少于 5 次，每一次锻炼基本部分的运动时

间应为 20～30 min”。对于中小学 40 min 的体育课，按

75% 的运动密度计算，总体运动时间为 30 min，符合本标

准的要求。

第二，基于“精讲多练”原则，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

提倡，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练习时间。因运动技能的

形成必须要通过大量的反复练习才能获得，即通过动作

的泛化阶段、分化阶段最终达到自动化阶段，故学生需要

充足的练习时间才能保证运动技能的掌握。体育课中的

课前导入、活动安排、运动技能教学、小结评价等都需要

教师的讲解或示范，故教师让学生集体停下来用于讲解

和示范等的时间要有，但要尽量少。

第三，要明辨“运动密度”与“练习密度”的概念。练

习密度是指每节体育课单个学生的练习时间占课堂总时

间的比例，其对象是单个学生，而运动密度的对象是总体

学生，两者针对主体不同，计算方法也不同，不能混为一

谈。我国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一贯倡导提高体育

课运动负荷，广东、浙江、重庆等省份均要求体育课的练

习密度应达到 50% 以上（庄弼，2016）。从运动密度和练

习密度的概念差异方面，若要增加单个学生的练习密度，

就必须提高总体学生的运动密度。因为在学生总体运动

时间内，必然有个别学生存在等待、休息等停止运动的行

为，故单个学生若想达到 50% 的练习密度，则学生总体运

动密度必然要大于 50%。

第四，在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之前，美国学校

的体育课就强调学生 MVPA 运动时间至少应达到一节课

的 50%（Pate et al.，2005），即学生参与中大强度运动的时

间应达到 20 min 以上，才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体育

课包含不同的教学环节，各环节的教学任务不同，运动强

度也不同，有些教学环节并不能达到中大运动强度。学

生在体育课上为防止运动损伤和运动疲劳的产生，必然

要参与开始部分的准备活动和结束部分的放松活动，根

据教学经验和常识，这两部分的运动必然属于小强度，且

时间花费约为 5～10 min，但这两部分的运动时间并不包

含在建议的 MVPA 的 20 min 内。此外，学生在基本部分

的练习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小强度的运动。因此，美国学校

中学生若想达到 20 min 的 MVPA 运动时间，学生总体运动

时间必然大于 25～30 min。Teodor（2010）提出 60%～65%

的运动密度是比较合理的假设。

第五，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研究团队开展的

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一标准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主要实

验结果有：1）通过在小学阶段实施 75% 技能练习和 25%

体能练习的实验研究，得出高运动密度是优化体育教学

方法的主要手段（Ilyasova et al.，2014）；2）开展运动密度

对青少年运动能耗与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运动

强度为 60%HRR（HR=140～160 次/min）、运动密度≥75%

的实验组，比运动密度＝36%～54% 和 55%～74% 的实验

组在增加机体运动能耗和提高往返跑、50 m 跑、坐位体前

屈、肺活量（男生）、跳绳（男生）等项目能力方面的效果更

显著，提出 75% 运动密度是实现健康促进效应和提高运

动能力的价值阈（蔡瑞金 等，2019b）；3）实验证明，在中等

运动强度下，20 min 运动技能和 10 min 体能组合练习能够

有效改善青少年身体成分，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肌肉力量

与耐力、柔韧和速度素质，是最适宜的运动组合练习方式

（陈福亮，2018）。

因此，该模式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实验研究，遵从

体育课堂教学的“精讲多练”原则，确立了体育课运动密

度 75% 左右的标准。该标准是健康促进效应和提高运动

能力的价值阈，是有效达成教学效能的运动密度建议。

2 “体能练习”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2.1 “体能练习”要点的立意

由于体能练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对于促进学生

体质健康发展的效果最好。体能练习中获得的运动体验

有助于形成坚韧不拔、顽强进取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对学

生综合素养的形成和发展也极为重要。

近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 30 年下降”“儿童

青少年近视高发且趋向低龄化”等关于青少年学生体质

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学

生的身体素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

作用，尤其是决定着军队未来的战斗力（秦婕，2015）。为

强化体育教师重视体能练习的意识、提高学生的体能水

平，《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设置了

体能模块，并作为必修必学内容。可见，在体育课上设置

有针对性的体能练习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因此，该模式基于体能练习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高

效作用，提出了“体能练习”这一关键要点，并确立了体能

练习的基本要求和时间标准，即每堂课体能练习的时间

应保持在 10 min 左右，强调采用多样化和趣味化的练习

方法，并注重补偿性体能练习手段的采用。

2.2 “体能练习”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校体育中出现了被称为“课课

练”的针对性体能练习。“课课练”最早出现在教育部 1978

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

草案）》中。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修订颁

发的《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提出：“有些简单易

行，发展身体素质有效的教材，要争取课课练，使之有适

当的密度和运动量”（课程教材研究所，2001）。自此，身

体素质“课课练”成为我国体育课上的一种特有现象。为

了解“课课练”在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历史演进，以“主题=

课课练”为检索式，检索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7 月 27 日，在

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发现，2010 年以前“课课

练”文献较少，2011 年发文量出现激增现象，至 2018 年各

年度发文量均保持在 20 余篇。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为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全日

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 2004 年颁布的《普通

高级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第一条明

确提出“增强体能”的要求，在身体健康学习领域从水平

一到水平六都提出了发展各种体能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此外，国民体质监测报告结果中“青少年部分身体素质连

续十年持续下降”现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以及体育中考

和体质健康测试的逐步实施等，引起社会和学校对学生

体质健康的重视，这为“课课练”的逐步回归奠定基础。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体能练习”要点是对“课

课练”的继承、发扬和创新。

1）着重强调了补偿性体能练习，这是针对处理好体

能练习与运动技能学练的关系而提出的要求。补偿性体

能练习，既可以用来补偿运动技能教学时运动负荷的不

足，又可以用于补偿因运动项目不同而导致的体能练习

的不全面。当学生在运动技能学习中的运动负荷较低

时，体能练习环节就应加大运动强度，使机体达到有效的

强度刺激，达到锻炼效果；当某项运动技能学练侧重存在

不同比重时，体能练习环节需要安排与之互补的体能练

习内容，以促进学生体能的全面均衡发展。

2）该模式再次强调了体能练习的多样化和趣味化。

多样化是强调每节体育课上要指导学生学练多种体能，

10 min 的体能练习至少安排 4 种以上的体能学练，这有助

于促进学生体能的协调全面发展。趣味性就是要根据学

段学生身心特点，将新颖有趣、富有效果的体能练习引入

课堂，使学生练习体能时可以享受乐趣、体验价值，避免

单调枯燥的练习方式。

实践证明，通过观摩近 3 年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体育

教育）举办的核心素养下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教学研

讨会上的体育课堂展示，发现多样化、趣味化的体能练习

不仅不会成为体育课的负累，反而成为体育课的有机内

容和精彩看点，并深受学生的喜爱。

2.3 “体能练习”时间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关于体能练习时间的建议是

10 min左右，“体能练习”作为“课课练”的历史传承，我国学

者已对“课课练”的合理时间范围做了相关研究。2000年以

前，定量研究（李志洪，1987）、追踪研究（梁定邦 等，1994）

等实践证明了 5～8 min 的“课课练”可有效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2001 年新一轮课改后，胡晓婷（2014）在对北京市优

秀体育教师的访谈基础上指出了 5～10 min 是合理的时

间范围；张淑慧（2018）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 5～10 min 练

习对学生柔韧、速度、灵敏、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有积极

作用；许庆涛等（2018）基于中国知网 1980 年以来“课课

练”的文献综述研究指出，“课课练”不应超过 10 min。可

见，研究普遍认为 5～10 min 是“课课练”在一节体育课中

的最佳时间占比。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体能练习”与“课课

练”相似，是在体育课中专门安排一定时间的 MVPA 以促

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不同持续时间的

MVPA 产生的健身效果进行了相关研究。Mark 等（2009）

基于 2 498 名 8～17 儿童青少年的加速度计数据得出，

T 持续≥5 min 的 MVPA 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的风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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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亮，2018）。

因此，该模式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实验研究，遵从

体育课堂教学的“精讲多练”原则，确立了体育课运动密

度 75% 左右的标准。该标准是健康促进效应和提高运动

能力的价值阈，是有效达成教学效能的运动密度建议。

2 “体能练习”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2.1 “体能练习”要点的立意

由于体能练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对于促进学生

体质健康发展的效果最好。体能练习中获得的运动体验

有助于形成坚韧不拔、顽强进取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对学

生综合素养的形成和发展也极为重要。

近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 30 年下降”“儿童

青少年近视高发且趋向低龄化”等关于青少年学生体质

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学

生的身体素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

作用，尤其是决定着军队未来的战斗力（秦婕，2015）。为

强化体育教师重视体能练习的意识、提高学生的体能水

平，《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设置了

体能模块，并作为必修必学内容。可见，在体育课上设置

有针对性的体能练习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因此，该模式基于体能练习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高

效作用，提出了“体能练习”这一关键要点，并确立了体能

练习的基本要求和时间标准，即每堂课体能练习的时间

应保持在 10 min 左右，强调采用多样化和趣味化的练习

方法，并注重补偿性体能练习手段的采用。

2.2 “体能练习”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校体育中出现了被称为“课课

练”的针对性体能练习。“课课练”最早出现在教育部 1978

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

草案）》中。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修订颁

发的《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提出：“有些简单易

行，发展身体素质有效的教材，要争取课课练，使之有适

当的密度和运动量”（课程教材研究所，2001）。自此，身

体素质“课课练”成为我国体育课上的一种特有现象。为

了解“课课练”在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历史演进，以“主题=

课课练”为检索式，检索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7 月 27 日，在

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发现，2010 年以前“课课

练”文献较少，2011 年发文量出现激增现象，至 2018 年各

年度发文量均保持在 20 余篇。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为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全日

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 2004 年颁布的《普通

高级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第一条明

确提出“增强体能”的要求，在身体健康学习领域从水平

一到水平六都提出了发展各种体能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此外，国民体质监测报告结果中“青少年部分身体素质连

续十年持续下降”现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以及体育中考

和体质健康测试的逐步实施等，引起社会和学校对学生

体质健康的重视，这为“课课练”的逐步回归奠定基础。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体能练习”要点是对“课

课练”的继承、发扬和创新。

1）着重强调了补偿性体能练习，这是针对处理好体

能练习与运动技能学练的关系而提出的要求。补偿性体

能练习，既可以用来补偿运动技能教学时运动负荷的不

足，又可以用于补偿因运动项目不同而导致的体能练习

的不全面。当学生在运动技能学习中的运动负荷较低

时，体能练习环节就应加大运动强度，使机体达到有效的

强度刺激，达到锻炼效果；当某项运动技能学练侧重存在

不同比重时，体能练习环节需要安排与之互补的体能练

习内容，以促进学生体能的全面均衡发展。

2）该模式再次强调了体能练习的多样化和趣味化。

多样化是强调每节体育课上要指导学生学练多种体能，

10 min 的体能练习至少安排 4 种以上的体能学练，这有助

于促进学生体能的协调全面发展。趣味性就是要根据学

段学生身心特点，将新颖有趣、富有效果的体能练习引入

课堂，使学生练习体能时可以享受乐趣、体验价值，避免

单调枯燥的练习方式。

实践证明，通过观摩近 3 年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体育

教育）举办的核心素养下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教学研

讨会上的体育课堂展示，发现多样化、趣味化的体能练习

不仅不会成为体育课的负累，反而成为体育课的有机内

容和精彩看点，并深受学生的喜爱。

2.3 “体能练习”时间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关于体能练习时间的建议是

10 min左右，“体能练习”作为“课课练”的历史传承，我国学

者已对“课课练”的合理时间范围做了相关研究。2000年以

前，定量研究（李志洪，1987）、追踪研究（梁定邦 等，1994）

等实践证明了 5～8 min 的“课课练”可有效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2001 年新一轮课改后，胡晓婷（2014）在对北京市优

秀体育教师的访谈基础上指出了 5～10 min 是合理的时

间范围；张淑慧（2018）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 5～10 min 练

习对学生柔韧、速度、灵敏、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有积极

作用；许庆涛等（2018）基于中国知网 1980 年以来“课课

练”的文献综述研究指出，“课课练”不应超过 10 min。可

见，研究普遍认为 5～10 min 是“课课练”在一节体育课中

的最佳时间占比。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提出的“体能练习”与“课课

练”相似，是在体育课中专门安排一定时间的 MVPA 以促

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不同持续时间的

MVPA 产生的健身效果进行了相关研究。Mark 等（2009）

基于 2 498 名 8～17 儿童青少年的加速度计数据得出，

T 持续≥5 min 的 MVPA 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的风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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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持续≥10 min 的效果更好。Holman 等（2011）基于 2 754 名

6～19 岁儿童青少年的加速度计数据得出，T 持续≥5 min 的

MVPA 能够有效减小腰围，且 T 持续≥5 min 与 T 持续≥10 min

在减小腰围的效果方面没有显著差异。Strath 等（2008）

的研究显示，T 持续≥10 min 的 MVPA 在降低 BMI 和腰围上

的效果是 T 持续＜10 min 的 3～4 倍。可见，T 持续≥10 min 的

MVPA 对儿童青少年减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的效果好于

T 持续＜10 min。

武海潭（2014）通过实验研究比较不同持续时间和运

动强度对中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发现 T 持续≥10 min 大强

度运动和持续 T 持续≥15 min 中等强度运动可以有效改善

学生身体成分、增强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T 持续≥5 min 中

大强度运动促进学生心肺功能发展，不同持续时间和强

度对柔韧性发展无显著影响。可见，T 持续≥10 min 的 MV‐

PA 能有效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国内外关于 MVPA 对青

少年健康影响的研究通常认为，T 持续≥10 min 能够取得良

好效果。然而，关于不同持续时间 MVPA 的锻炼效果均

为独立的研究，并不是基于一节体育课的有限时间而开

展的研究。因此，在制定体育课中“体能练习”的时间标

准时，既要考虑不同持续时间 MVPA 对健康产生的效用

（T 持续≥10 min），又要合理采纳“课课练”的时间建议（5～

10 min），综合两方面的研究，该模式提出“体能练习”时间

标准应为 10 min 左右。

3 “运动技能”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3.1 “运动技能”要点的立意

体育课的核心任务是教授学生运动技能，同时引导学

生运用学到的运动技能锻炼身体，培养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体育课运动技能的教学效果，不仅要让学生“学会”，

还要让学生“会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改变

教与学的方式，转向结构化教学，即从强调单个技术的学

练转向强调完整技术的学练，并注重运动技术在活动和

比赛中的实际运用。

为此，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基于“提高学生的运动

能力，引导学生学会运动”的理念，提出了“运动技能”这

一要点。该要点强调教学要注重教学生结构化的运动知

识和技能，运动技能的学习要以活动和比赛为主，每堂课

运动技能学练时间应保证在 20 min 左右。

3.2 “运动技能”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运动技能”要点强调结构化运动知识和技能教学，

以活动和比赛为主的学习形式，其理论基础是领会教学

法。领会教学法是由英国拉夫堡大学的邦克（D.Bunker）

和霍普（R.Thorpe）于 1982 年提出，最初意在球类教学中替

代具有弊端的传统“技术教学法”，教学过程主要包括 6 个

部分（Bunker et al.，1982）（图 1）。

领会教学法的初始步骤是让学生了解运动项目的特

点、基本技术、比赛规则等内容，使学生从开始就对该项

目有完整的认知；其次以“战术意识培养”替代传统的“基

本技术教学”成为课堂教学主线；再通过实战演练，使学

生根据不断变化的临场状况及时选择合理的技战术，培

养学生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接着在“技巧展示”阶段，教

师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及需要，教授学生动作技术的要

领及运用方式；最后通过反复练习和比赛来巩固技术，最

终达到在比赛中的运用自如（廖玉光 等，1998）。

1994 年，师从霍普教授的学者廖玉光将该教学法引

入中国香港。廖玉光等（1998）指出，领会教学法的指导

思想是“把球类运动的特性及战术意识，而不是技巧动作

本身，作为球类教学的重点”。高嵘（1999）从 3 个方面阐

述了领会教学法的特点，即整合性的教学思路突显了运

动素材的价值；正确处理了分解与整合学习的关系；教学

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兴趣。自此，领会教

学法的教学效果在足、篮、排、羽、网、乒、标枪、铅球、健美

操等多种运动技能的教学中得到普遍验证。目前，领会

教学法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课程教学模式之一，

已加入到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课程计

划中，国内外关于领会教学法的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

（Memmert et al.，2015）。

李捷等（2017）在对国内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

基础上指出，领会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激

发主观能动性、提高运动能力，并适用于所有运动项目的

教学和所有学段及所有能力水平的学生。国外学者研究

发现，领会教学法对学生的身体、心理、认知、情感和社会

五大领域都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促进运动技能发展、

增强体质健康水平、促进情感领域发展、培养战术意识和

创造性思维、提高学习态度和兴趣等（Harvey et al.，2014；

Stolz et al.，2014）。可见，国内外的众多研究成果已充分

证明了“领会教学法”能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因此，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基于“领会教学法”的

理念提出了运动技能的结构化教学要求。《课程标准》对

“课堂教学结构化”做出了界定，即每节体育实践课的教

图1 领会教学法教学过程模式

Figure 1. The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Model

28



董翠香，等：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关键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学应该包括运动知识和运动技能、体能、展示或比赛、规

则和裁判等，运动技术的教学不能仅让学生学习单一技

术，应该是多种技术和组合技术的学练和运用（季浏，

2018b）。综合“领会教学法”的内涵与“课堂教学结构化”

的定义，归纳出运动技能的结构化教学应具备以下特征：

1）整体性。整体性是指在进行运动技术教学时，要让学

生对将要学习的运动技术具有整体的认识，建立起完整

的运动概念，包括动作技术本身及在实际活动或比赛中

的应用方式；2）关联性。关联性是指教学中要关注各单

个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对多个技术动作的有机组

合，设置适宜该技术运用的活动或比赛情境，帮助学生构

建符合自身认知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动作结构体系；3）层

次性。层次性与关联性是密不可分的，层次性要求运动

技术的教学要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从习得到应用，

构建起阶梯式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逐步掌握运动技能。

还要注意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内

容，使每个学生都有所发展；4）应用性。应用性是指运动

技术的学习要以参与活动和比赛为主，学生在实战演练

中灵活运用学到的技术，并通过临场情况利用多种感知

觉通道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发展其在复杂情境中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倡导运动技能要采用“结构化

教学”的价值有 3 个方面：1）加快运动技能形成过程，提高

教学效能。传统技能教学将完整的运动项目进行拆解，

重视单个运动技术的教、练，忽视运动技术的运用。结构

化教学注重教授完整的运动项目，强调运动技术在实际

活动和比赛中的运用，促进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全面认知，

从而更快的学会一个完整的运动项目，形成一技之长；2）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学生学习能力。有研究指出，

长期接受碎片化信息容易使人们养成用独立的眼光去看

待问题的习惯，最终弱化人们对复杂事物的思考能力（冯

忠良 等，2011）。结构化教学的完整性，促使学生实现了

从局部的割裂思维习惯到整体的综合思维习惯的转换，

这种思维习惯还可迁移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能力发展；

3）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促使学生爱上体育课。传统体

育教学过多强调单个运动技术的学习，导致学生产生单

调乏味的感受，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和兴趣，致

使“学生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的现象发生。但

以活动或比赛为主的结构化教学通过让人人参与的自由

比赛，使每位学生获得良好的运动体验，更易唤起学生参

与运动的动机和欲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从而使学生爱上体育课。

3.3 “运动技能”学练时间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依据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对每节体育课运动技能学练

的时间建议是 20 min 左右，从以下 3 个方面确立了 20 min

的时间标准。

1）该模式提出运动密度是每节体育课学生总体运动

时间占课堂总时间的比例，且运动密度要达到 75% 以上。

按此计算，在 40 min 的体育课中，学生总体运动时间为

40 min×75%=30 min 左右，其中包含 10 min 左右的体能练

习和 20 min 左右的运动技能学练。这与《中小学生体育

锻炼运动负荷卫生标准（WS/T 101-1998）》所提出的“每次

锻炼基本部分的运动时间应为 20～30 min”的标准一致。

2）20 min 左右的运动技能学练时间标准通过综合考

虑体育课各项活动的比例确定。运动技能的学习要达到

20 min 左右才有效果，但对于只有 40 min 的体育课，还要

考虑其他各项活动的安排，如必要的队伍组织和调动、教

师的讲解和示范。对此，该模式提出教师组织教学、示

范、讲的时间为 10 min 左右，并要求教师在学生学练过程

中，尽量避免让全班同学停下来进行讲解，以保证学生的

学练时间。

3）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学生体质健康下降的问题，也

是该模式侧重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体育课上设置专门的

体能练习环节尤为重要，且体能的提高有助于运动技能

的形成，运动技能的学练也有助于体能的提升，两者相辅

相成，但因限制于一堂课 40 min 的总时间，两者又相互制

约。但体能练习时间既不能多于运动技能的练习时间，

也不能浅度学习，故提出体能练习时间应安排在 10 min

左右。在体育课堂的教学和组织中，教师精炼的讲解和

重点的提示能够使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技术要领，故不超

过 10 min 的讲解时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20 min

左右的时间是每节体育课运动技能学练的适宜时长。

4 结语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旨在解决我国学生体质持续

下降、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学生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

“三大难题”，试图改变传统体育教学中无运动量、无战

术、无比赛的“三无”现象。

“三大关键要点”是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解决以上

问题和实现上述目标的“抓手”，各要点的具体标准是立

足于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的现实需求，基于对我国传统

体育教学中优秀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依据国内外相关理

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而确立的，其标准具有一定的弹性，并

非固定不变的。“三大关键要点”的提出不仅为中小学一

线体育教师“上好一堂体育课”提供了具体的教学建议，

还使学生在运动情境中接受适宜负荷刺激，获得良好运

动体验，从而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体育态度和价值观奠基。

但是，“三大关键要点”是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下体育

课堂教学应遵循的基本要求，是本模式特有的，有其自身

的适应范围，并不完全适应于其他体育课程模式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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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体育课，因此，体育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和体育课

类型，如新授课、复习课、考核课等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

种体育课程模式，以实现体育课程健身育人的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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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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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of China, as the first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local adaptation, which underlines the“Three Key Points”, namely exercise
load,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and exercise skill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the establishment basis
of the purposes, basic requirements and time standards of the“Three Key P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Three Key Points”has
a clear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basis, with a strong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and has advantages to the concept’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goal’s achievement of the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to the students’learning of
exercise and enjoying physical educa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Three Key Points”
contribu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and the achievement of its objectives, helps students learn how to exercise, makes
them enjoy the PE class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t fully embodi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Keywords: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exercise load; exercise skill; physical fitness; structur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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