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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的关系研究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and Physical Fitness of Children Aged 3 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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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ng*，DIAO Yucui，SUN Mengmeng，PAN Wenjuan

摘 要：儿童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对其身体活动水平和健康促进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随机抽取山东省济南市和莱芜市各两所幼儿园的498名3～5岁幼儿为研究对象，使用

大肌肉动作发展测试第二版（TGMD-2）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幼儿部分）对幼儿的

基本动作技能及10 m折返跑、立定跳远和网球掷远等体能指标进行测试，以探讨两者的

关系。研究发现：1）男童的体能和操控技能优于女童，但女童的位移技能要优于男童；2） 
3～5岁幼儿的基本动作技能与其体能水平存在中低程度相关；3） 在基本动作技能可以

预测其体能水平方面，对立定跳远（14.3%）和10 m折返跑的解释率（11%）要高于对网球

掷远的解释率（5.4%）。研究发现，可通过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技能来提升其体能水平。

建议后续研究应扩展儿童年龄范围，以探讨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对体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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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FMS) and physical fitness (PF) in children and adoles-
cents contribute to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PA) and health. By employing the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2rd edition (TGMD-2) and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 total of 498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old, from 4 kindergartens in Jinan and Laiwu 
were performed with FMS and PF tests including 10-meter shuttle run, standing long jump, 
throwing tenn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that 1) Boy’s PF and object control skills (OCS) 
were better than girls while the locomotor skills (LS) were lower than girls; 2) There were sig-
nificantly low-to-moderate relations between FMS and PF in tested children; 3) The children’s 
FM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PF. The LS and OCS explained more adjusted variance of stand-
ing long jump (14.3% of the adjusted variance) and 10-meter shuttle run (11% of the adjusted 
variance) than throwing tennis (5.4% of the adjusted variance). The children’s PF level could be 
improved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M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FMS and PF in different ages.
Key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physical fitness; locomotor skills; 
object control skills
中图分类号：G804.4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长时间久坐行为和身体活动不足等现象，严重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中

国儿童肥胖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主要大城市0

～7岁儿童肥胖率约为4.3%，而7岁以上学龄儿童肥胖率约为7.3%。若不采取有效干

预措施，至2030年，0～7岁儿童肥胖检出率预计将达到6.0%（马冠生，2017）。在儿童肥

胖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身体活动不足被认为是其主要致因，因此，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与健康促进成为各国的研究热点。在身体活动水平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运动技能和体

能（physical fitness）被认为是儿童身体活动参与的重要机制，且会随着儿童发展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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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对其身体活动参与产生不同的影响（Stodden et al.，

2008）。

根据动作发展理论，幼儿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

能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也是儿童大肌肉动作发展的关

键时期。幼儿外在的大肌肉动作发展水平可反映其基本

动作技能（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和体能水平。基

本动作技能是指具有特定模式的常用的基本动作的熟

练程度（Stodden et al.，2008），可分为位移、操控和稳定技

能（Gallahue et al.，2012）。动作发展专家Seefeldt（1980）认

为，儿童只有掌握了多种基本动作技能，才能突破“动作

熟练障碍”的临界阈值，进而积极参加多种运动项目或身

体活动。近年来，众多研究发现基本动作技能对儿童青少

年的总体自我概念（Goodway et al.，1997）、身体感知能力

（Babic et al.，2014；Robinson et al.，2011）、心肺适能（Barnett 

et al.，2008b）、健康体重、身体活动水平与久坐行为减少有

积极影响（马瑞 等，2017；Barnett et al.，2011；Lubans et al.，

2010）。可见，儿童基本动作技能对其身体活动、体能和心

理健康促进有重要意义。

在幼儿阶段，儿童会通过参加各种身体活动发展基本

动作技能，并促进其体能水平的发展。Stodden等（2008）

联合众多动作发展学家从发展的视角对动作技能、体能

及身体活动的动态关系构建了理论模型，认为在幼儿阶

段儿童的体能与动作技能、体能与身体活动之间不存在

较强关系，但到儿童中后期这种关系会逐渐增强。研究发

现，儿童中后期基本动作技能水平高的儿童其体能水平要

好于技能水平低的儿童（Fransen et al.，2014；Haga，2009），

但有关幼儿阶段的众多实证研究结果并未证实Stodden等

（2008）的理论假设。如Sigmundsson等（2016）发现，4～6岁

幼儿的体能和基本动作技能存在较高相关；吴升扣等（2015）

也发现，我国3～6岁儿童体能与基本动作技能存在较高

相关；但Haga等（2015）却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两者之间

关系出现逐渐减弱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研究中

并未考虑年龄对体能和基本动作技能两者之间关系的影

响。另外，体能包含与健康有关的体能和与动作技能有关

的体能，每种体能又下分不同的要素，因此，仅对体能总分

与基本动作技能之间的相关进行研究比较笼统，且存在一

定局限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考察基本动作技能与不

同体能要素之间关系，并探讨儿童基本动作技能对不同体

能要素的影响。

1 理论与研究假设

基本动作技能指标主要反映不同动作的熟练程度，关

注动作完成的过程和完成质量，而体能指标主要关注动作

完成的距离和时间等结果表现，注重对身体能力素质的评

价。体能不仅与动作技能有关，还与运动协调能力、身体

素质（力量、速度、柔韧、灵敏等）、儿童的身体形态发育、认

知能力和心理状态相关，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影响（胡水

清 等，2018）。因此，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之间应存在适宜

相关。鉴于上述研究（吴升扣 等，2015；Haga et al.，2015；

Sigmundsson et al.，2016）与Stodden等（2008）的理论假设不

一，本研究主要根据Stodden等（2008）的理论模型，继续探

讨幼儿的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之间是否存在低到中等程

度相关。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

体能之间存在低到中等相关。

我国幼儿的体能情况可以通过《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手册（幼儿部分）》的身体素质指标体现，该身体素质测试

主要包含位移类动作（10 m折返跑、立定跳远）和操控类

动作（网球掷远）。位移技能和上述位移类身体素质指标

分别反映了各位移动作的完成过程和完成的时间、距离

等结果表现，也均反映了完成位移动作的能力。因此，位

移技能与10 m折返跑、立定跳远这些位移类体能指标的

相关可能要高于与网球掷远的相关。同理，操控技能与网

球掷远的相关可能要高于与10 m折返跑、立定跳远的相关。

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位移技能与10 m折返跑、立定

跳远等体能的相关要高于与网球掷远的相关，而操控技

能与网球掷远的相关要高于与10 m折返跑、立定跳远的

相关。

幼儿时期儿童主要通过学习各种基本动作技能发展

其体能。Barnett等（2008a）发现，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可

显著预测其体能水平。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3：幼儿的

基本动作技能可以显著预测其体能。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原则分别从山东省济南市和莱芜市各

抽取两所幼儿园，然后采用随机抽样原则选择520名3～5

岁幼儿为测试对象，其中共有13人未完成立定跳远测试，

9人未完成网球掷远测试，故删除22人的数据，有效被试

为498人（表1）。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Table 1    Participants Characteristics

年龄/岁 男 / n 女 / n 合计 / n
3.0 31 29 60
3.5 42 23 65
4.0 51 35 86
4.5 48 44 92
5.0 49 51 100
5.5 47 48 95

合计 268 230 498

2.2 研究方法

2.2.1 基本动作技能测试

采用美国密歇根大学Ulrich开发并修订的大肌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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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测试第二版（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second 

version，TGMD-2）（Ulrich，2000）对儿童位移技能和操控技

能进行测试，该工具在山东省儿童中的信效度较好（李静 

等，2007）。虽有研究验证了TGMD-3在上海儿童（刁玉翠 

等，2018）和北京儿童（宁科 等，2016）中的适用性，但并未

有研究证实其在山东省幼儿中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主

要采用适用于山东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测量的TGMD-2

进行测量。其中位移技能测试动作为：快速跑、立定跳、跨

步跳、单脚跳、前滑步和侧滑步；操控技能测试动作为：原

地拍球、踢静止球、双手接球、双手持棒击打球、上手投球

和下手滚球。按照“测试人员示范动作→被试练习1次→

正式测试2次”的程序进行测试，并对每个被试动作进行

正侧面录像，然后根据录像对被试进行评分。每个动作有

3～5条不等的评分标准，位移技能和操控技能总分均为

48分，所有动作总分为0～96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基本

动作技能水平越高。

2.2.2 体能测试

根据国民体质测定手册的幼儿部分，选取10 m折返跑、

立定跳远和网球掷远3项指标进行测试。该指标分别体

现了儿童灵敏性、下肢爆发力、上肢及腰腹力量。本研究

主要对每项体能指标的原始分进行统计。

2.3 数据统计

使用SPSS 24.0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平均数±标

准差（M±SD）对被试的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别差异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对基本动作

技能与3项体能指标进行偏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进一步探究基本动作技能对不同体能指标的影响程

度。显著性水平为P＜0.05。

3 结果

3.1 不同性别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分析

由表2可知，从总体来看，男童的10 m折返跑、网球掷

远和操控技能要显著好于女童（P＜0.01），但位移技能要

显著弱于女童（P＜0.05），在立定跳远和基本动作技能总

分方面男童和女童成绩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从

不同年龄段性别差异来看，在 10 m折返跑方面，仅 3.5岁

和 4岁男童的成绩显著好于女童；在网球掷远方面，3.5～5.5

岁男童的成绩均显著好于女童；在立定跳远方面，仅5岁男

童成绩显著好于女童（P＜ 0.001）；在操控技能方面，仅

5岁和5.5岁男童成绩显著好于女童。而在6个年龄段上，

虽然女童的位移技能普遍好于男童，但均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

表2     3～5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及性别差异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ender Difference of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and Physical Fitness of Children Aged 3 to 5

年龄 / 岁 性别 n 立定跳远 /cm 10 m 折返跑 /s 网球致远 /m 位移技能 操控技能 FMS 总分

3.0 男 31 48.6±17.8 9.3±1.3 2.9±1.1 17.8±7.5 18.1±6.3 35.9±11.4

女 29 49.5±15.5 9.5±0.9 2.9±0.8 20.1±6.1 17.9±4.6 38.0±8.2
3.5 男 42 60.8±17.8 8.4±0.9 3.8±1.6 24.6±6.9 21.1±5.1 45.7±8.9

女 23 52.9±14.9 9.2±1.1** 2.9±0.7* 24.0±7.1 19.8±5.2 43.8±9.2
4.0 男 51 70.9±18.0 8.0±0.8 4.5±1.6 27.1±7.6 25.8±5.8 52.9±11.1

女 35 71.4±12.7 8.7±0.9** 3.5±1.0** 29.7±7.1 23.9±5.1 53.7±9.1
4.5 男 48 82.3±14.6 7.6±0.7 5.0±1.8 31.6±6.9 28.8±5.5 60.3±10.9

女 44 82.6±12.4 7.9±0.8 4.3±1.3* 33.0±6.3 27.2±4.8 60.3±9.1
5.0 男 49 96.3±15.1 7.2±0.7 6.3±2.3 35.8±5.7 32.1±6.6 67.9±10.1

女 51 86.4±14.4*** 7.6±0.7* 4.9±1.5*** 35.7±5.7 27.8±6.0*** 63.5±10.0*

5.5 男 47 94.1±19.7 7.2±0.7 6.5±2.1 37.1±7.6 33.5±6.8 70.6±12.1
女 48 89.4±13.1 7.2±0.6 5.0±1.5*** 38.3±4.6 29.6±5.4** 67.9±8.9

合计 男 268 77.5±23.6 7.9±1.1 5.0±2.2 29.8±9.4 27.2±8.0 57.0±15.7
女 230 76.0±20.0 8.1±1.1** 4.1±1.5*** 31.7±8.5* 25.4±6.6** 57.1±13.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2 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指标的相关分析

为考察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和

10 m折返跑3项体能指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年龄为控

制变量，考察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之间的相关程度。由表

3可以看出，幼儿的位移技能、操控技能及基本动作技能

总分均与立定跳远和网球掷远存在非常显著性的正相

关（P＜ 0.001），均与 10 m折返跑存在非常显著性的负相

关（P＜0.001），因此，本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其中，位移

技能和基本动作技能总分均与立定跳远及10 m折返跑存

在中等相关（r=0.405～0.491），但均与网球掷远存在较弱

相关（r= 0.174、0.282）。操控技能虽与3项体能指标均存

在较弱相关（r=－0.258～－0.294），但与网球掷远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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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要高于与立定跳远和10 m折返跑的相关，因此，本研

究假设2得到验证。

进一步考察各体能指标与具体的基本动作技能指标

的相关发现，立定跳远（体能指标）不仅与立定跳（位移技能）

存在显著相关（r=0.300，P＜0.001），还与除前滑步之外的

其他4项位移技能存在显著正相关（r=0.238～0.389，P＜

0.001）。10 m折返跑（体能指标）不仅与快速跑（位移技能）

存在显著负相关（r=－0.310，P＜0.001），还与其他5项位

移技能存在显著负相关（r=－0.166～－0.328，P＜0.001）。

网球掷远（体能指标）不仅与上手投掷（操控技能）存在显

著正相关（r=0.227，P＜0.001），还与除下手滚球之外的其

他4项操控技能存在显著正相关（r=0.088～0.181，P＜0.05

和P＜0.001）。这说明，10 m折返跑和立定跳远这两个体

能指标以及多数位移技能指标，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幼

儿的移动能力。同理，上手投掷和多数操控技能均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幼儿操控物体运动的能力。 

表3     3～5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的偏相关分析

Table 3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and Physical Fitness of Children Aged 3 to 5

基本动作技能 立定跳远 /cm 10 m 折返跑 /s 网球掷远 /m
位移技能 0.494*** －0.405*** 0.174***

操控技能 0.293*** －0.258*** 0.294***

FMS 总分 0.491*** －0.413*** 0.282***

快速跑 0.300*** －0.310*** 0.056
立定跳 0.329*** －0.167*** 0.169***

单脚跳 0.389*** －0.252*** 0.109*

前跨跳 0.354*** －0.328*** 0.185***

侧滑步 0.238*** －0.178*** 0.058
前滑步 0.077 －0.166*** 0.029
原地拍球 0.143** －0.136** 0.166***

踢静止球 0.218*** －0.150** 0.110*

双手接球 0.152** －0.162*** 0.088*

上手投掷 0.168*** －0.127** 0.227***

双手持棒击打球 0.081 －0.124** 0.181***

下手滚球 0.191*** －0.134** 0.080

3.3  基本动作技能对体能水平的回归分析

鉴于3～5岁幼儿的基本动作技能与3项体能指标之

间均存在非常显著性相关，为进一步探讨基本动作技能水

平对体能的影响，本研究以位移和操控技能为自变量，分

别以3项体能指标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性别为控制变量进

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3～5岁幼儿位

移技能和操控技能可显著预测其立定跳远、10 m折返跑和

网球掷远的成绩，其解释率分别为14.3%、11%和5.4%，因

此，本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具体来看，位移技能和操控技

能每变化1个单位，立定跳远分别会变化0.464和0.109个

标准差，可见，位移技能对立定跳远变化影响较大。位移

技能和操控技能每变化1个单位，10 m折返跑分别会变化

－0.413个和－0.083个标准差，可见，位移技能对10 m折

返跑变化影响较大。位移技能和操控技能每变化1个单位，

网球掷远分别会变化0.153个和0.216个标准差，可见，操

控技能对网球掷远变化影响较大。

4 讨论

4.1  3～5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分析

随着幼儿身体不断发育以及运动经验的不断累积，其

基本动作技能和体能水平均不断增强，并呈现出不同的性

别差异。本研究显示，总体上男童的3项体能指标优于女

童，这是符合幼儿体能发展规律的。本研究还发现，位移

技能不存在显著性性别差异，这与李静（2009）、Foulkes等

（2015）和Spessato等（2013）的研究发现一致。这可能与位

移动作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男女童在位移运

动方面的经验均比较丰富有关。

但在操控技能方面，从5岁开始男童要显著优于女童。

关于幼儿操控技能的性别差异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果。

如Hardy等（2010）发现，4岁男童的操控技能要显著优于女

童；Spessato等（2013）和Foulkes等（2015）均发现，3～5岁男

童的操控技能要显著优于女童；但李静（2009）却发现，3～

5岁幼儿操控技能不存在显著性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存

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男女童在操控动作方面的练习经验

的差异性。在幼儿阶段，男女童的这种差异性主要受家庭

影响。有研究显示，父母的运动观念会影响幼儿运动的积

极性（苏坚贞 等，2012）。受社会性别角色影响，父母会更

鼓励男童参加剧烈的、竞争性并带有一定挑战性的活动，

而鼓励女童参加一些运动强度小、安全系数高且带有一定

表演性的活动。而这也会加剧男女童在不同类型运动经

验的差异性。Barnett等（2008a）发现，儿童时期的操控技

能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其青少年时期的身体活动水平，因此

促进幼儿，尤其是女童操控技能的发展对其未来身体活动

水平提升和健康促进有重要意义。然而，李静等（2013）发

现，我国儿童的操控技能发展比美国儿童迟缓；刁玉翠等

（2013）也发现，我国儿童部分操控技能的熟练性远低于美

国儿童，因此，应更加关注我国幼儿操控技能的发展与促进。

建议在家庭活动和幼儿教学中，应为幼儿创设丰富有趣的

学习氛围，重视幼儿尤其是女童的操控技能水平的提升。

4.2  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的关系

本研究显示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之间存在低到中

等的相关，这证实了Stodden等（2008）提出的理论模型。

Stodden等（2008）认为，幼儿运动经验的不同会导致其基

本动作技能水平的不同，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儿童身体

发育和环境对基本动作技能水平的影响会逐渐增强，因此，

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的相关会逐渐增强。

本研究中位移技能与立定跳远和10 m折返跑的相关

程度均高于与网球掷远的相关程度，且对立定跳远和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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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操控技能与3项体能指标的相关程度虽均

较低，但与网球掷远的相关程度最高，且操控技能对网球

掷远的预测程度较大。操控技能主要包括拍、踢、接、击打、

投掷等动作，反映手、脚对物体控制的能力，对幼儿的视动

协调能力有较高要求。网球掷远不仅反映了幼儿的上肢

和腰腹力量，还反映了其控制物体运动的能力，鉴于其与

上手投掷存在直接的低相关，且与其他多项操控技能也存

在较低相关，因此，网球掷远与操控技能存在低相关是合

理的。立定跳远和10 m折返跑主要反映的是力量和灵敏

素质，虽然与操控技能所需要的协调能力有些出入，但力

量素质是儿童完成击打、踢和投掷等动作的基础，因此，两

者之间存在较低相关也是可以理解的。

4.3  对幼儿实践教学的启示

4.3.1 重视幼儿阶段儿童基本动作技能的发展监测

虽然在幼儿阶段儿童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相关

性不强，但鉴于基本动作技能在终生运动技能发展以及对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健康促进方面的价值，应重视对幼

儿基本动作技能发展水平的监测。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大肌肉动作大致可以达到的发展水

平提出了合理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指

南》虽没有对大肌肉动作发展评价做出具体规定，但分析

其具体表述可以看出，《指南》既重视幼儿的大肌肉动作

完成质量也重视大肌肉动作的完成结果。具体来看，对幼

儿的平衡、灵敏和协调等体能指标的评价，比较重视其动

作完成质量，而对幼儿的耐力和力量等体能指标的评价则

比较重视动作的完成结果。随着《指南》的颁布，对幼儿

大肌肉动作完成质量和结果的测评仍需要不断完善。当

前我国幼儿体质监测中关注的是大肌肉动作结果的评价，

缺少对其完成质量的评价。因此，吴升扣等（2015）也建议，

应将基本动作技能纳入幼儿体质监测中，而本研究中基本

动作技能与3项体能指标的中低程度相关也为此建议提

供了理论支撑。本研究结果说明，位移和操控技能所反映

的运动能力与3项体能指标所反映的运动能力存在适宜

相关，可以将其作为体质监测的适宜指标，以弥补幼儿体

质测试只关注动作结果而忽视动作质量评价的不足。

3～6岁是幼儿多个方面发育的关键期（佘双好，

2013），动作发展与其身体、认知和情绪等方面紧密相关（任

园春 等，2013；Payne et al.，2008）。因此，开展幼儿基本动

作技能发展监测，还有利于识别运动发展迟缓和运动发展

协调障碍的幼儿，以便于后续对这些问题幼儿及早地进行

干预与治疗。

4.3.2  均衡设置大肌肉动作活动和学习期望

《指南》在健康领域中将大肌肉动作发展的目标设定

为具有一定的平衡能力，动作协调、灵敏和具有一定的力

量和耐力，并指出幼儿阶段主要促进儿童走、跑、跳、攀、钻、

表4     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对体能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因变量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R2 调整 R2 R2 变化
B SE β

立定跳远 *** （常量） 3.490 3.795 0.920 0.358 0.612 0.608 0.143
年龄 8.173 1.091 0.305 7.489 0.000
性别 －3.971 1.283 －0.090 －3.096 0.002

位移技能 1.130 0.099 0.464 11.381 0.000
操控技能 0.325 0.115 0.109 2.836 0.005

10 m 折返跑 *** （常量） 11.226 0.208 54.051 0.000 0.544 0.541 0.011
年龄 －0.435 0.060 －0.322 －7.280 0.000
性别 0.382 0.070 0.172 5.443 0.000

位移技能 －0.051 0.005 －0.413 －9.354 0.000
操控技能 －0.012 0.006 －0.083 －1.987 0.047

网球掷远 *** （常量） 0.354 0.425 0.833 0.405 0.375 0.379 0.054
年龄 0.683 0.122 0.289 5.595 0.000
性别 －0.870 0.144 －0.224 －6.061 0.000

位移技能 0.033 0.011 0.153 2.953 0.003
操控技能 0.057 0.013 0.216 4.406 0.000

注：回归方程均存在非常显著性效果。

折返跑的预测程度更大。位移技能主要包含跑、跳和滑步

等动作，主要反映下肢力量和上下肢协调能力。立定跳远、

10 m折返跑和网球掷远分别反映了幼儿的下肢爆发力、灵

敏性和上肢与腰腹力量。可见，与网球掷远相比，位移技

能与立定跳远及10 m折返跑所反映的个体运动能力之间

存在较多共通之处，即均是对下肢力量有较高要求。因此，

位移技能与立定跳远及10 m折返跑之间存在中等相关，而

与网球掷远存在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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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投、接和拍等基本动作的发展，但缺乏对踢和击打等基

本的操控动作发展的期望。

各种操控动作活动有助于发展幼儿的视-动协调和

视-动整合能力。张华等（2001）发现，我国儿童视动整合

能力的发展在4～7岁之间最为迅速，从8岁开始发展逐步

趋于平缓。虽然儿童早期的操控技能发展水平仍较低，且

其视-动协调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戴雯 等，2017），但随着儿

童身体发育和球类练习经验的不断增长，其视-动整合能

力发展速度也会较快，便于小学低段和中段儿童基本动作

技能的掌握。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幼儿的基本操控技能进

行学习评价时，应避免以熟练水平的技能标准来评价幼儿

的技能发展水平，而应以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来进行适

宜性的学习评价。因为，幼儿阶段基本动作技能的学习与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而不在于对其掌握情况

进行评价。

在幼儿园要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其提供丰富、

多样、有趣的位移、操控和稳定性的“动作菜单”并辅以教

学引导，从而促进其练习经验的不断丰富和基本动作技能

的进一步发展。

4.4  研究不足

1）本研究仅测量了幼儿的3项体能指标，未涉及双脚

连续跳、走平衡木和坐位体前屈等指标，未来的研究应进

一步探讨基本动作技能与不同体能指标间的关系。

2）本研究仅探讨了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水平的

关系，并未扩展到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因此下一步研究应

重视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的基本动作技能、体能与身

体活动水平之间关系的探讨。

5  结论

1）3～5岁男童的体能和操控技能优于女童，而女童的

位移技能优于男童。

2）3～5岁幼儿的基本动作技能与其体能水平存在中

低程度相关。在基本动作技能预测其体能水平方面，对立

定跳远和10 m折返跑的预测程度要高于对网球掷远的预

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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