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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不同动作水平视角下观察幼儿身体素质、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的特点，为幼儿身体活动方案制订、幼儿体质健康评价提供参考。方法：1）随机抽选
281 名幼儿，按年龄分为大班（男 69 人、女 68 人）、中班（男 71 人、女 73 人）；2）通过 TGMD-2
粗大动作测试系统，将幼儿原始分依据年龄、性别转化成标准分，遵照等级换算标准，划分
为非常差、差、低于一般、一般及高于一般 5 个动作等级。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幼儿部分）内
容，对幼儿速度、灵敏及平衡等素质进行评价，测量幼儿身高与体质量并计算相应的 BMI
值。结果：1）身体素质方面，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大班幼儿得分显著高于中班（P＜
0.01）；幼儿动作能力与身体素质存在高度正相关，动作等级越高，身体素质得分越高；2）
BMI 方面，年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男幼 BMI 值显著高于女幼（P＜0.01）；BMI 整体得分
与动作能力存在显著负相关，
以位移相关居多；低动作水平男幼出现 BMI 超标。结论：1）动
作能力与身体素质存在显著正相关，可将动作发展作为身体活动方案制订的依据，动作评
估作为幼儿身体素质测试的补充内容；2）动作能力与 BMI 总体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中
位移动作对健康体质量保持及 BMI 水平预测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不同动作水平；幼儿；身体素质；身体质量指数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observ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er’s physical fitness
and BM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evel motor,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designing activ‐
ity program and evaluating physical health status of preschoolers. Methods: 1) 281 preschoolers
from a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were chosen as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enior class
(69 males, 68 females) and middle class (71 males, 73 females) according to age; 2) by the TG‐
MD-2, children’s raw scores were converted into standard scores according to age and gender,
and it was divided into five motor levels of“very poor, poor, below average, average and above
average”through the grade conversion standard; children’s speed, sensitivity, balance and other
fitness were tested by means of“national physical monitoring (preschool-children)”, and BMI
was calculated from children’s height and weight. Result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the sexes in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scores of senior clas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middle class (P＜0.01). Motor ability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hysical fitness.
The higher motor level they were in, the higher score of physical fitness they got;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MI among ages, but the scores of ma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P＜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MI and motor
ability, and the correlation was dominated by the locomotive motor. Boys with low motor skills
had excessive BMI. Conclusion: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tor
ability and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of motor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activity designed and physical fitness testing;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motor ability and BMI overall score, among which locomotive motor had an im‐
portant influence on healthy weight and 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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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幼儿期是人类生命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阶段。幼儿

近年来 ，国内有关幼儿健康促进文件、体质健康的研

阶段的动作能力、感统水平、身体素质及健康体质量等将

究 相 继 涌 现 ，学 者 尝 试 从 动 作 发 展 视 角 研 究 韵 律 操 、足

影响其 6 岁以后甚至一生的健康、习惯与心理情感。最新

球、功能性活动等运动干预对幼儿体质健康的影响（周喆

国民体质监测（幼儿部分）调查发现 ，我国幼儿身高与体

啸 等 ，2016），但鲜有研究能在不同动作层级下观察幼儿

质量生长指标明显高于 2005 年 ，但主要是体质量增加 ，身

体质健康的特点 、幼儿动作水平对健康体质量保持及身

体素质水平年均下降 0.36%（Zhou et al.，2014）。在《中国

体素质促进等问题。因此 ，为系统、科学地促进幼儿体质

儿童肥胖报告》中 ，仅主要大中型城市 0～7 岁幼儿肥胖率

健康发展 ，本研究从幼儿年龄 、性别特征着手 ，观察不同

就 约 为 4.3%，倘 若 没 有 采 用 有 效 的 干 预 ，至 2030 年 0～

动作水平下幼儿身体素质、体质量状态的特点。

7 岁儿童肥胖检出率将达到 6%（张娜 等，2017），严重威胁
幼儿的体质健康。研究发现 ，父母养育方式、久坐时间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长及身体活动不足等 ，是导致幼儿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 ，

1.1

研究对象
对 某 省 会 城 市 有 代 表 性 的 10 所 幼 儿 园 进 行 随 机 抽

其中以身体活动能力不足最为凸显（Zhou et al.，2014）。
每日保持一定时间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可以促进

样 ，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年龄划分标准 ，

幼儿身体素质提高及预防肥胖症。倘若长期保持较低水

将符合要求的儿童分为大班（5～6 岁 ，包括 6 周岁），男幼

平的身体活动 ，极有可能对幼儿体质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69 人、女幼 68 人 ；中班（4～5 岁 ，包括 5 周岁），男幼 71 人、

（Robinson et al.，2015）。幼儿是否具备较高的动作能力 ，

女幼 73 人（表 1）。由于 3～4 岁幼儿认知能力较低 ，无法

已被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是儿童能否积极参与身体活动

较为准确、完整地对测试动作进行表达 ，故此年龄段幼儿

的 重 要 因 素（Stodden et al.，2008 ；Wrotniak et al.，2006）。

未纳入本次测试对象。

幼儿阶段是粗大动作发展的关键期（范雪 等 ，2017）。粗
表1

大动作的熟练掌握是幼儿顺利完成日常生活 、学习和游
Table 1

戏的前提（马瑞 等 ，2017），是未来习得复杂运动技能的关
键（Foweather et al.，2015）。研究发现 ，幼儿动作水平与身
体素质 、体质量存在关联（李静 等 ，2019 ；王欢 等 ，2019 ；
Roscoe et al.，2019），粗大动作水平越高 ，其身体活动能力

Basic Information of Testing Objects

M±SD

分组

性别

人数

身高/cm

体质量/kg

中班

男

71

109.93±4.68

19.63±3.12

女

73

108.76±5.24

18.75±2.43

男

69

117.05±4.27

23.36±4.67

女

68

116.53±4.61

22.47±3.93

281

113.17±6.09

21.11±3.89

大班

越 强 ，体 质 量 越 趋 于 正 常（Barnett et al.，2009 ；Okely et
al.，2004）。倘若幼儿动作水平较低 ，易在游戏、运动中产

测试对象基本信息

总体

生挫败感 ，从而选择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 ，导致体质量增
加（Robinson et al.，2015）。 过 高 的 体 质 量 又 会 抑 制 动 作
技能的发展 ，进一步削弱孩子主动参与身体活动的动机 ，

1.2
1.2.1

研究方法
粗大动作测试

最终陷入消极的身体活动 、体质量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

采 用 TGMD-2 量 表（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Lubans et al.，2010 ；
Tomaz et al.，2019）。在幼儿粗大动作

2），对幼儿进行粗大动作测试。此量表由位移动作和物

技 能 中 ，位 移 、物 控 动 作 与 身 体 质 量 指 数（body mass in‐

控 动 作 两 大 类 构 成 ，总 计 12 个 测 试 动 作 ，满 分 为 96 分 。

dex，BMI）指标关联度最高（Franjko et al.，2013 ；Roberts et

将每名幼儿粗大动作原始总分转化为标准分后 ，遵照性

al.，2012）。具备较高位移、物控动作能力的幼儿 ，其 BMI

别、年龄要求判定为“非常差”
“差”
“低于一般”
“一般”
“高

值显著低于中等动作水平 、低动作水平的幼儿（Logan et

于一般”
“良”
“优”等级（Ulrich et al.，2000）。由于本次测

al.，2016）。身体素质方面 ，较差动作水平幼儿的身体素

试没有出现“良”与“优”，故下文只对前 5 种动作等级进

质得分要低于平均水平值（Angilley et al.，2008），尤其在

行分析。本研究测试人员共 6 人 ，均进行过 TGMD-2 评估

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及折返跑项目中 ，显著低于同龄动

指导 ，具备运用此量表测试的经历 ，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

作较好的孩子（Monika et al.，2009 ；Nadja et al.，2007）。更

每名幼儿的粗大动作能力。

为严重的是 ，存在动作发展障碍的幼儿较正常同龄者的

1.2.2

身 体 素 质 差 距 会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加 而 逐 渐 拉 大（Hands et

身体素质与 BMI 测试
身体素质测试 ，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幼儿部分）内容 ，

al.，2008），因为动作能力较强的幼儿将会完成更复杂、更

实施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10 m 折返跑、双脚

多动作参数的任务或活动（Wall et al.，2004）。由此可见 ，

连续跳及走平衡木 6 项测试 ，对平衡、灵敏、柔韧及速度等

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受动作能力影响较大。

身体素质水平进行评价 ，并将测试分数依据年龄、性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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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转换成相应分数 ，分别为 1 分 、2 分 、3 分 、4 分或 5 分 ，6

2 研究结果

项测试总和为该幼儿身体素质测试的总得分（国家体育

2.1

不同动作水平下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整体特征
由表 2 可知 ，大班幼儿身体素质总分 、BMI 总分高于

总局 ，2003）。BMI 测试要求受试者在着内衣 、赤足状态
下 ，采用奥美健康电子体质量与身高仪进行测试（恒康佳

中班，
两个年龄段男幼身体素质总分、BMI 总分高于女幼。

业 HK6800 儿童版 ；单位精确到 0.01 kg 与 0.01 cm），将所

大致看出，
动作水平越高的儿童，
其身体素质得分也越高；

得数据通过 BMI 公式（kg/m2）计算每名幼儿的 BMI 值。

较差动作水平下 ，男童的 BMI 超标 ，出现了超重 、肥胖的

1.2.3

情况（李辉 等 ，2009）。分析不同年龄、性别幼儿在不同动

数据统计
通过 SPSS 22.0 软件对各年龄段儿童粗大动作 、身体

作水平下体质健康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各因素是

素质及 BMI 测试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否存在交互作用后发现（表 3）：年龄、动作水平对身体素

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探讨

质得分 ，性别、动作水平对 BMI 均存在明显的主效应影响

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在不同性别 、年龄及动作水平上的

（P＜0.01）；年龄×动作水平、性别×动作水平、年龄×性

主效应、交互作用和简单效应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观

别×动作水平与体质健康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0.05）。

察粗大动作能力与身体素质、BMI 之间的关联度 ，显著性

因此 ，为深入探讨 3 种因素对幼儿身体素质、BMI 的影响 ，

水平为 P＜0.05 或 P＜0.01。

需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表2
Table 2

不同性别、
年龄及动作水平下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情况

Physical Fitness and BMI Scores of Different Gender，Age and Motor Level
大班

动作水平

M±SD

中班

男

女

男

女

身体素质

BMI

身体素质

BMI

身体素质

BMI

身体素质

BMI

高于一般

25.71±1.70

14.73±0.99

29.00±1.41

14.85±0.71

16.05±2.03

15.66±0.56

25.83±1.72

16.52±0.53

一般

23.40±3.57

16.57±1.11

21.00±3.26

16.91±1.65

19.33±2.72

15.37±1.46

18.67±3.58

16.46±1.57

低于一般

19.38±4.09

16.52±1.56

17.67±3.78

16.63±1.81

18.07±2.73

16.35±1.59

16.33±2.58

16.06±1.48

差

16.60±2.68

17.28±1.85

16.31±3.25

16.14±1.46

16.13±1.98

16.53±1.55

15.89±1.85

15.71±1.98

非常差

10.30±2.94

18.41±1.81

12.17±1.17

16.12±0.85

10.21±1.89

17.34±0.50

10.73±1.83

16.19±2.36

总体

19.82±5.47

16.63±2.68

18.09±4.82

16.29±1.59

17.34±4.60

16.40±2.32

16.50±6.38

16.22±1.61

表3

身体素质与 BMI 影响因素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Table 3

Main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hysical

幼高-1.87、0.29、1.71、2.4、-3.29 及 1.73 分。中班男幼 5 个
动 作 水 平 的 身 体 素 质 得 分 及 总 分 较 女 幼 高 -0.52、0.24、

Fitness and BMI

1.74、0.66、-9.78 及 0.84 分 ，其中“高于一般”身体素质得分

影响因素

指标

F

P

性别

身体素质

0.263

0.609

BMI

9.529

0.002

身体素质

45.386

0.000

少 ，整 体 来 看 ，男 幼 与 女 幼 身 体 素 质 水 平 基 本 一 致 。 并

BMI

3.410

0.067

且 ，较高动作水平下 ，女幼素质得分高于男幼 ，且中班女

身体素质

69.261

0.000

幼显著高于男幼。BMI 方面（表 2），大班男幼在 5 个动作

BMI

4.721

0.001

水平的 BMI 值及总分较女幼高 2.29、
1.14、
-0.11、
-0.34、
-0.12

身体素质

0.018

0.894

BMI

0.927

0.337

身体素质

6.479

0.000

BMI

8.070

0.000

“非常差”动作水平下均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表 4）。结果

年龄×动作水平

身体素质

2.697

0.033

表明 ，低动作水平下 ，男幼 BMI 要显著高于女幼 ，并出现

BMI

6.342

0.000

了超重或肥胖的情况。

年龄×性别×动作水平

身体素质

2.465

0.047

2.3

BMI

2.436

0.049

年龄
动作水平
年龄×性别
性别×动作水平

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表 4）。尽管男幼身体素质总分高于
女幼 ，但各动作水平下身体素质得分的显著差异指标较

及 0.34 分 ；
中班男幼在 5 个动作水平的 BMI 值及总分较女
幼 高 1.15、0.82、0.29、-1.09、-0.86 及 0.18 分 ，大 班 与 中 班

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年龄差异
身体素质方面（表 2），大班男幼“非常差”
“差”
“低于

一般”
“一般”及“高于一般”的身体素质得分及总分较中
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性别差异

班高 0.09、0.47、1.31、4.07、9.66 及 2.48 分 ；大班女幼 5 个动

身体素质方面（表 2），大班男幼“非常差”
“差”
“低于

作水平的身体素质得分及总分较中班高 1.44、0.42、1.34、

2.2

一般”
“一般”及“高于一般”的身体素质得分及总分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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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17 及 1.59 分 ，大班和中班在“一般”
“高于一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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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级下均呈现显著的年龄差异（表 5）。可知 ，大班男女

身体素质原始成绩依据不同年龄 、性别转换成相应的标

幼儿身体素质得分显著高于中班 ，主要体现在较高动作

准分后进行比较 ，排除年龄 、性别对结果的影响 ，从而在

水平上。BMI 方面（表 2），大班男幼 5 个动作水平的 BMI

同等条件下真实、客观地反映幼儿的素质差异。Bürgi 等

值 及 总 分 较 中 班 高 1.07、0.75、0.17、1.2、-0.93 及 0.23 分 ，

（2011）、Zhou 等（2014）进行力量、有氧及平衡等素质标准

大班女幼 5 个动作水平的 BMI 值及总分较中班高-0.07、

分 比 较 时 ，发 现 男 幼 仅 在 个 别 项 目 高 于 女 幼 ，在 动 态 平

0.43、0.57、0.45、-1.67 及 0.07 分 ，只有男幼“非常差”存在

衡、坐位体前屈及 30 m 快跑等多数项目中没有发现显著

显著的年龄差异（P＜0.05）。

的性别差异。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
主要源于男女幼儿在青春发育前期的身体形态 、素质及

表4
Table 4

5～6 岁

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性别差异

体质健康

F

P

非常差

身体素质

1.080

0.300

BMI

5.133

0.025

差

身体素质

0.046

0.830

BMI

3.310

0.071

究发现 ，较高动作水平下 ，女幼身体素质得分高于男幼 ，

低于一般

身体素质

1.505

0.222

且中班女幼显著高于男幼 ，说明性别原因导致女幼在身

BMI

0.022

0.883

体素质表达方面差于男幼的观点仅是一方面（Zhou et al.，

一般

身体素质

3.222

0.074

2014），更为重要的是动作能力。当女幼具备较高的动作

BMI

0.205

0.652

身体素质

1.610

0.206

BMI

0.007

0.934

身体素质

0.559

0.456

BMI

3.057

0.031

身体素质

1.559

0.118

BMI

0.726

0.395

低于一般

身体素质

2.098

0.149

BMI

0.180

0.672

一般

身体素质

0.320

0.573

BMI

2.622

0.107

身体素质

31.791

0.000

BMI

0.741

0.391

非常差
差

高于一般

2.4

et al.，2012）。他们完成各项身体素质练习时 ，主要依靠

动作水平

高于一般
4～5 岁

机能方面非常相似 ，还未形成显著的生物学优势（Payne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Fitness and BMI Scores

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支配肢体进行表达 ，而幼儿中枢神经
系统的成熟度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张莹 ，2011），因此
不难理解男女幼儿的身体素质能力基本持平。此外 ，研

技能水平时 ，其运动表现也会好于男幼。由此启示幼儿
教师在开展日常户外活动时 ，不仅要关注女幼身体活动
的时间与强度，更要时刻观察女幼完成动作的质量。
表5
Table 5

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年龄差异
Age Difference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and BMI Scores

男幼

动作水平

体质健康

F

P

非常差

身体素质

1.827

0.178

BMI

2.489

0.041

身体素质

0.096

0.757

BMI

2.451

0.119

低于一般

身体素质

1.115

0.293

BMI

0.055

0.816

一般

身体素质

9.515

0.002

BMI

2.544

0.113

高于一般

身体素质

33.784

0.000

BMI

0.964

0.328

非常差

身体素质

1.442

0.231

BMI

1.307

0.255

身体素质

3.781

0.054

BMI

0.242

0.623

身体素质

0.959

0.329

BMI

0.547

0.460

身体素质

5.568

0.027

BMI

0.442

0.507

身体素质

15.912

0.000

BMI

1.233

0.268

差

不同动作水平下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得分的差异
由图 1 可知 ，除中班男幼“高于一般”，其他不同年龄、

性别幼儿身体素质得分随动作水平提开而增高 ，且高一
级动作水平对应的素质得分显著优于低一级动作水平（P＜
0.05 或 P＜0.01），说明身体素质得分基本能够随动作能力
的提开而增高。BMI 方面（图 2），除中班女幼没有发现不
同动作水平下 BMI 的显著差异 ，其他不同年龄、性别及动

女幼

差

作水平下均出现显著的 BMI 差异 ，动作水平越高 ，差异越
显 著（P＜0.05 或 P＜0.01）。 结 果 表 明 ，BMI 出 现 随 动 作

低于一般

能力提高而下降的情况 ，但这种负关联现象并未呈现在
不同年龄、性别的全体幼儿中。
3
3.1

讨论
不同动作水平下幼儿身体素质的特点

一般
高于一般

本研究未发现身体素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与已
有研究结果不一致（Latorre et al.，2017 ；Miran et al.，2013 ；

另一方面 ，大班幼儿身体素质得分显著高于中班 ，与

Vameghi et al.，2013）。原因可能是同类型研究仅是将单

Latorre 等（2017）研究结果一致 ，也符合常理 ，毕竟高龄幼

项测试原始成绩（如远度、时间）进行对比 ，而本研究是将

儿在身体活动经验 、动作掌握熟练度等方面强于低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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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但本研究发现 ，这种显著的年龄差异仅体现在较高

幼儿身体素质得分基本是伴随动作能力递增而提高

动作水平下 ，其他动作水平下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年

（图 1），进一步分析（表 6）发现 ，位移动作、物控动作及粗

龄增长 、活动经验丰富等因素导致的素质差异是一个原

大 动 作 总 得 分 与 身 体 素 质 得 分 均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P＜

因 ，是否具备较高的动作能力是主要因素。具备较高动

0.05），表明幼儿在移动身体、控制肢体方面越发熟练 ，其

作能力的儿童 ，可将粗大动作习得过程中掌握的四肢协

灵敏、协调、平衡等能力会相应提高。Stodden 等（2008）认

调 、空间判断及平衡控制等能力迁移至相似的身体素质

为 ，动作能力愈发熟练的儿童 ，具备较为成熟的神经肌肉

测试过程中 ，使其在高质量的动作规格下表达速度、力量

控制能力 ，在表达走 、跑或抛等粗大动作时 ，神经系统不

及灵敏等素质。Clark 等（2005）认为 ，动作水平的高低 ，是

断产生冲动并快速传导至运动系统 ，从而较好地维持、移

能否持续促进幼儿身体素质发展的重要分水岭。随着认

动整个身体。而在这一系列运动过程中 ，平衡、力量等素

知水平的快速变化 ，幼儿在身体活动中运用动作技能的

质也能受到刺激。因此 ，综合上文分析 ，动作发展应是教

意识会越来越强 ，逐渐将已获得的动作技能迁移至各式

师制订身体活动方案、设计幼儿体育游戏的重要依据 ，以

各样的户外活动 ，从而不断提高身体素质。因此 ，幼儿教

动作为切入点 ，通过游戏形式开展 ，提高幼儿参与体育活

师设计体育游戏或户外身体活动方案时 ，应根据不同年

动的积极性 ，促进身体素质的提高。另外 ，本次采用国民

龄幼儿的身心特点 ，将动作完成难度、动作参数数量等问

体质监测（幼儿部分），虽然它是一款经典的身体素质测

题纳入至活动方案 ，在动作发展过程中促进身体素质的

试方法 ，从 2000 年沿用至今 ，但由于时间久远、未被修订 ，

提高。

目 前 被 幼 儿 教 育 专 家 所 诟 病 。 全 海 英 等（2016）研 究 发
现 ，目前幼儿身体素质国测项目存在测试评价标准不够
完善 、各项目反映结果欠准确及不同年龄测试项目缺少
变化等问题。而本研究发现 ，动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幼儿的身体素质水平。同时 ，国外学者历时十几
年的跟踪调查发现 ，动作发展水平较高的幼儿 ，在青少年
时期同样具有出色的身体素质 ；动作水平较差的幼儿 ，在
青少年时期的身体素质低于同龄平均水平 ，参与体育活
动度的期望值也不高（Vlahov et al.，2014）。因此 ，将动作
测试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幼儿体测的补充 ，能够更加全面、
客观地评价幼儿身体素质水平。
图1

Figure 1.

不同动作水平幼儿身体素质得分对比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Motor Level

3.2

不同动作水平下幼儿 BMI 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 ，低动作能力幼儿的 BMI 值高于较高动

作能力幼儿 ，动作能力总分与 BMI 存在显著负相关 ，说明

注：
“*”指与“非常差”比较，
“#”指与“差”比较，
“$”指与“低于一般”

动作能力的熟练程度对幼儿正常 BMI 保持有一定影响 ，

比较，
“&”指与“一般”比较；
“*”指 P＜0.05，
“**”指 P＜0.01，其他符

相 似 的 结 果 也 出 现 在 国 外 同 类 型 研 究 中 。 Morano 等

号同理，
下同。

（2011）发现 ，幼儿体质量与粗大动作技能存在显著负相
关。相比于同龄正常体质量者 ，超重或肥胖儿童在执行
身体移动、躯干控制等动作时表现较差。Nervik 等（2011）
发现 ，超重儿童在低水平动作能力中占到 58%，同龄正常
体质量儿童仅为 15%。
虽然本次测试中幼儿整体身高与体质量均符合《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健康体态标准 ，但男幼在较
差动作等级下均出现肥胖或超重现象。因此 ，当男幼动
作水平较差时 ，较女幼更容易出现 BMI 超标。一方面 ，较
差动作能力成为男幼积极参与户外活动的障碍。由于动
作是幼儿集体游戏过程中任务执行 、协作沟通的主要方
式 ，动作水平较低的幼儿必然会被同伴冷落 ，只能独自玩

图2
Figure 2.

不同动作水平幼儿 BMI 得分对比

Comparison of BMI Score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Moto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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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或静坐少动 ，加之男幼本来三餐营养摄入量高于女幼
（侯润馨 ，2016），能量摄入与体力消耗不成正比 ，导致体
质量超标。Robinson 等（2015）认为 ，幼儿动作水平较低 ，

周喆啸：
不同动作水平视角下幼儿身体素质与 BMI 的特征研究

易 在 游 戏 、运 动 中 产 生 挫 败 感 ，选 择 久 坐 少 动 的 生 活 方

失参与身体活动的兴趣 ，致使总体活动频率与时间减少 ，

式 ，导致体质量增加。另一方面 ，幼儿对不同身体活动类

BMI 增高。Meimei 等（2018）认为 ，儿童早期参与身体活

型的喜好存在差异 ，男孩更喜欢无拘束的自由活动 ，女孩

动类型的动机存在差异 ，男幼喜欢在无拘束的环境下自

更倾向于富有节奏感的韵律性活动。观察幼儿园户外活

主完成活动 ，女幼更容易被韵律性活动感染。因此 ，教师

动后发现 ，由于幼儿认知能力低 、自我保护能力差 ，教师

应依据不同性别幼儿喜好的身体活动方式 ，对户外活动

组织户外活动时更倾向于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韵律操 ，

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

便于管理 ，减少身体磕碰等情况。这种现象会使男幼丧
表6
Table 6

粗大动作与身体素质、BMI 相关性

Gross Movements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Fitness and BMI
中班
女幼

动作与身体素质相关

动作与 BMI 值相关

大班
男幼

女幼

总体

男幼

位移与素质相关

0.788**

0.371**

0.639**

0.688**

0.665**

物控与素质相关

0.772

0.372

0.680

0.683

**

0.672**

粗大与素质相关

0.862**

0.412**

0.820**

0.799**

0.749**

位移与 BMI 相关

**

*

-0.281

**

**

-0.51

**

*

*

-0.305

-0.366

-0.371**

物控与 BMI 相关

-0.018

-0.356

-0.227

-0.233

-0.192

粗大与 BMI 相关

-0.191

-0.488**

-0.279*

-0.352*

-0.367**

*

注：
“*”
“**”
分别表示在 0.05、
0.01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相比物控动作 ，幼儿位移动作与 BMI 显著相关指标
更多（表 6）。其实不难理解 ，操作技能主要测试儿童肢体

2）动作能力与 BMI 总体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 ，位移
动作对健康体质量保持及 BMI 水平预测具有重要作用。

末端支配物体的能力 ，体质量参与度较少 ，即使体质量超
标 ，也不影响幼儿进行物控动作练习。Southall 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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