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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适能训练促进技能学习和身心健康
吴嘉敏 1袁邓侃锋 1袁蔡浏阳 2袁严进洪 *1
摘 要院 社会进步尧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各种挑战袁威胁着现代人的健康遥
身体素质下降尧肥胖尧运动损伤尧焦虑尧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遥 对当今人们面对的这几大身心健康问题袁以及动态脑适能在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方面的作用进行综述遥 动态脑适能 渊动适能袁学适能冤训练是通过具体的尧专门的肢
体训练袁改变脑功能袁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尧保持身心健康的行为和大脑
训练方法遥 动态脑适能训练具有简单易学尧运动强度小尧操作安全尧效果明显的特
点袁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袁是现代人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方法遥 脑适能的提高
可以体现在动适能渊动作能力冤和学适能渊学习能力冤两个主要方面遥 从发展学的角
度出发袁脑适能袁动适能和学适能训练袁对儿童动商发展袁全面提升青少年的体育运
动水平袁也有促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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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ogress and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reaten the health of modern people. Physical fitness reduction, obesity, sports injury,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re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health issu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se problems and sums up the role of dynamic brain fitness training in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ynamic brain fitness training provides concrete and specific physical
training for changing one's brain function so as to enable one to better adapt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environment. Dynamic brain fitness training with moderate exercise intensity is simple,
safe and effective. I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of old and young. It is an important and useful way to
impro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modern society.The enhancement of brain fitness includes
mo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From the aspect of development, brain fitness, mo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help accelerate children's 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nhance the sport level of the
youngsters.
dynamic brain fitness training; motor skill; brain plasticity;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learning ability; motion ability; development of motional intelligence

随着社会发展袁工业化尧城镇化尧人口老龄化尧疾

质下降尧肥胖尧运动损伤尧焦虑尧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

病普遍化尧 生态环境恶化及生活环境变化带来了各

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遥强化身体功能尧预防损伤和

种挑战袁并逐渐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遥 例如袁身体素

退化尧保持积极心态尧强化大脑功能和确保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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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现代社会中值得推广的概念和生活方式遥野动态

下文简称为野脑适能训练冶遥 脑适能是生物通过学习

脑适能训练冶就是在这一原则上提出来袁用肢体训练

和训练提高脑功能的一种动态机制袁充分体 现了大

通过刺激相关脑区促进 野身体功能 - 心理功能 - 大
脑功能冶同步提升遥 野行为决定健康冶 [1]袁动态脑适能
训练倡导野锻炼生活化袁生活动态化冶袁应当融入到现

代人的生活当中遥关于动态脑适能训练的研究袁有助
加深我们对动作训练和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关系的
认识袁 动态脑适能的应用更能促进全民健康和大众
健康袁对促进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遥

脑的可塑性遥 大脑可塑性袁又称神经可塑性或皮层

重组袁 通常指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其现有结构和功

能袁以应对环境变化的特性 [2] 遥 脑适能训练利用大脑

可 塑 的 特 性 袁通 过 肢 体 训 练 刺 激 相 关 脑 区 袁培 养 良
好的动作技能和提高各种认知能力袁使我们能更好

地 学 习 各 种 生 活 技 能 尧适 应 环 境 变 化 袁 保 证 我 们 的
生活质量遥

脑适能训练的独特之处是结合肢体动作进行大
脑训练遥 大脑的重要功能是产生动作并作用于周围
环境袁 而进行动作和技能训练也是提高大脑功能的
2017 年 3 月袁 在中国知网尧 万方尧PubMed尧ScienceDirect 等数据库尧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上搜索国内
外发表的有关人们身心健康现状袁 以及体力活动 /
动作技能训练对体适能和大脑功能的影响相关的文
献和数据统计报告遥以野身体素质 /渊physical冤fitness冶

重要方式遥 动作产生与控制是多个脑区协同工作的
结果袁大脑处理和加工信息并发出动作指令袁身体执
行指令遥针对不同的大脑功能袁脑适能训练还可以分
成院神经肌肉激活练习尧视觉功能提升练习尧平 衡能
力练习尧行走效率练习以及高级脑功能提升练习等遥

野肥胖 /obesity冶 野运动损伤 /sport injury冶 野康复 /reha-

具体而言袁 脑适能训练对大脑提供了独特而强大的

野焦虑 /anxiety冶 野轻度认 知障碍 / mild cognitive im-

高遥训练的目的是刺激相关脑区袁使动作表现变得更

bilitation冶 野压 力 / 应 激 /stress冶 野抑 郁 /depression冶

肢体信号刺激袁 最终使大脑和身体工作效率大大提

pairment冶 野 阿 尔 兹 海 默 病 / 老 年 痴 呆 /Alzheimer's

加流畅尧自然尧快速尧有效和准确遥在神经信息传递层

disease冶野体适能冶等为检索词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遥

面袁降低神经信号噪音袁使身体各部位向大脑发出的
信号更加清晰尧更有效率袁提升人们对 肢体尧躯干和
头部位置及运动的感觉和知觉渊本体感觉冤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研究对象为人曰渊2冤研究内容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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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关注的几大身心健康问题的现状袁体力活动或动
作技能训练对身心健康尧体适能或大脑功能的影响遥
排除标准院渊1冤未能查到文献来源和研究内容不
全曰渊2冤 不相关的文献和数据库间重复的文献曰渊3冤
个案报告研究及报纸类的评论性文章遥

1984 年 版 叶体 育 词 典 曳将 身 体 素 质 定 义 为 人 体

活动的一种能力袁指人体在运动尧劳动与生活中所表
现出来的力量尧速度尧耐力尧灵敏及柔韧性等机 能能
力遥身体素质包括速度素质尧力量素质尧耐力素质尧灵
敏素质和柔韧素质遥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袁我国中小学

通过对检索的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尧梳理袁筛选出

生以及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

44 篇参考文献和资料袁 其中英文文献 27 篇袁 超过

势遥 对 1985-2010 年国民体质检测数据进行调研袁发

80%的 文 章 源于 SCI 期刊 曰中 文 文 献 17 篇 袁全 部 来

源于核心期刊曰 并且超过 50%的文献资料是在近 5
年发表的遥因此袁本研究纳入的参考文献和资料整体
质量较高袁结果具有良好的代表性遥

现我国青少年速度素质下降明显尧爆发力小幅度下降尧
力量素质先提高后下降尧 耐力素质全面持续下降 [3]遥
1995 年尧2000 年 尧2004 年连 续 3 次的 大学 生体 制 健

康状况调查数据也表明袁大学生的速度尧爆发 力尧力
量及肺活量等指标的成绩持续下降 [4] 遥

身体素质不仅影响运动能力袁而且与健康水平尧

野动 态 脑适 能冶这一 概 念由 严进 洪于 2008 年 提

出遥 动态脑适能训练渊Dynamic brain fitness training冤
是指通过具体的行为练习和专门的肢体训练改变
脑功能袁使人们能更好地 学习和适应环境变化遥 在

日常活动和工作能力等密切相关 [3] 遥 有研究显示袁提
高身体素质对抑郁尧 焦虑等情绪以及自尊产生积极

影响袁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关系 [5] 遥 造成身体素质下
降的原因包括遗传尧 环境以及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 [3] 遥 其中袁现代社会中经济尧科技和交通的高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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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袁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活

伤病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大障碍曰 对于非运动员来

动减少袁体育锻炼活动量得不到保证遥改善身体素质

说袁伤病影响他们持续锻炼身体遥 所以袁预防受伤是

应该从增加身体活动量着手遥

一个保证我们可以持续参与运动的关键因素遥 增强
神经肌肉连接袁提高动作控制能力袁是从根源上预防

肥胖是指体内脂肪的过度积累遥 目前主要根据
BMI 指数来判断肥胖状态遥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袁
在 2014 年袁全球有超过 19 亿成年人超重袁占成年人
总人口的 39%袁 其中有超过 6 000 万的成年人为肥
胖袁占成年人总人口的 13%曰有 4 100 万 5 岁以下的
儿童超重或肥胖遥在世界各地袁肥胖已经成为一个令
人担忧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袁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
健康和日常生活遥 基于 2000要2014 年 4 次国民体质

运动损伤以及促进康复的关键遥 如果我们可以经常
训练我们 的神经系统袁 使我们的动作更加合理尧畅
顺尧快速尧有效和准确袁我们受伤的机会就会大大减
少遥 另一方面袁当损伤已经发生时袁应积极进行康复
训练遥 康复训练的目的主要是对未损伤的部位维持
一般的训练袁缓解损伤部位的疼痛袁维持心肺功能袁
恢复关节运动幅度尧肌肉力量和耐力袁以及重建本体
感觉尧肌肉运动觉和神经肌肉调节 [18] 遥

健康监测数据的分析显示袁 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检

出 率 持 续 上 升 袁2014 年 13 ～ 15 岁 城 市 男 生 和 女 生

目前袁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遥 根据世界

的肥胖检出率分别高达 17.45%和 9.17%袁农村男生

卫生组织的报告袁到 2050 年袁全世界 60 岁以上人口

和女生的肥胖检出率分别达到 11.22%和 6.64%袁其

的比例将大于 20%袁2040 年袁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他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检出率也有不同程度

的比例将从 2010 年的 12.4%上升至 28%遥 人口老龄

的增加 遥

化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袁 老年人的健康问

[6]

肥胖带来很多身心健康问题袁 例如睡眠呼吸障

碍尧糖尿 病 尧心 脏病 尧高 血 压尧癌症 等疾 病 袁导 致 动
[7]

作行为障碍以及损害认知功能等遥 肥胖与认知和运

动功能下降有关袁还会改变大脑可塑性袁对人们的认
知和运动功能带来终生的影响 遥 超重或肥胖者在
[9]

题备受关注遥 其中袁认知老化给个人健康尧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袁 轻度认知障碍 渊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袁MCI冤 和 阿 尔 兹 海 默 病 渊Alzheimer's Disease袁AD冤是常见的老年疾病遥

AD 是最常见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袁 是最

大动作和精细动作控制较差袁 并且表现出动作发展

常见的老年痴呆类型之一遥 据统计袁2016 年袁美国有

袁精细运动的精确性尧平衡力尧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数 据 袁2010 年 袁 我 国 60 ～ 64 岁 尧

延迟 [10] 遥 肥胖孩子对基础动作的掌握率较低袁尤其是
跑尧滑尧跳尧踢和运球

[11]

跑步速度和敏捷性也较差

[12]

遥 儿童肥胖还影响执行

功能尧注意力尧心理旋转尧数学和阅读成绩 [13-15] 遥 多项
研究表明袁 早期暴露于高脂肪饮食对认知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9] 遥 规律的体育锻炼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
改善肥胖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的有效方法遥

540 万 AD 患者袁到 21 世纪中叶将达到 1 380 万 [19]遥
85～ 89 岁和 95 岁以上老年人的 AD 患病 率分 别为

0.5%尧18%和 48%袁这些比例仍在快速上升遥 AD 的

主要症状表现有 3 类 [20]院渊1冤日常生活方面 的障 碍袁
如刷牙尧洗澡尧穿衣等日常活动的能力下降曰渊2冤表现
出怪异的行为和不良情绪状态袁如怀疑自己的配偶是
小偷尧 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袁 有些患者会变得暴虐等曰

运动损伤普遍存在遥 急性损伤是由运动引起的
突发性外伤事件袁占总损伤的 60%～ 75%袁扭伤与拉
伤占总损伤的 46%曰 慢性损伤通常因为过度使用而
引起袁占力量训练相关损伤的 30%袁动作不稳定尧不

渊3冤认知功能受损袁不仅记忆力减退袁一些认知能力袁
如数学运算尧计划尧决策等袁也会慢慢失去遥 阿尔兹海

默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明确遥 目前为止袁主
要的观点是阿尔兹海默病是在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

对称和代偿性动作等是运动损伤的根源 [16] 遥 研究表

作用下袁神经系统发生病变袁导致认知障碍 [21尧22]遥

安排不合理尧突然加大运动量尧身体不适应尧力量分

界状态 [23]遥 它的核心症状是认知功能的减退袁但日常

明院我国大学生出现运动损伤主要原 因有院渊1冤训练
布不均导致受伤曰渊2冤训练方法不 当袁没有掌握正确

MCI袁是介于正常认知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临

生活能力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遥 患有轻度认知功能

的方法袁使局部肌肉紧张袁反复收缩袁牵拉导致受伤曰

障碍的老年人存在海马萎缩尧内侧颞叶结构改变尧脑

外 力 致伤 曰渊5冤设 备尧场 地 尧气 温 不 适 宜 袁身 体 疲 劳 尧

MCI 不仅损害认知功能袁还会导致运动功能下降袁患

渊3冤技 术 动 作 不 正 确 袁局 部 受 力 过 大 导 致 受 伤 曰渊4冤

血管病变和 脑活 动异 常 等 病 理和 神经 机 制异 常 [24]遥

自身调节机能差导致受伤 [17] 遥 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袁

有 MCI 的老 年人 表 现出 更 多 的 精 细 和 复 杂 运 动 能

力的损害遥 MCI 患者具有更高的痴呆患病风险 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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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MCI 越严重袁这些病理和神经异常与轻度 AD 患
者越相似遥 每年有 10%～ 15%MCI 患 者 发展 为 AD

症袁而认知正常的人们的患病率仅为 1%～ 2% [25尧26] 遥
随着 年龄 增长 袁 正 常 衰 老 转 化 为 MCI 的 风 险 也 越

大遥 2002 年的调查显示袁每年有 1%的 60 岁老人转

化为 MCI袁而 85 岁老人的转化率达到 11% [27]遥 尽早
发现 MCI 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干预袁对于降低老年
痴呆症的发病率尧 保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遥
适度的压力能让大脑不时做出一些 应激 反 应 袁

是有好处的遥但是长期的压力会对人类的免疫系统尧
心血管系统尧 消化系统尧 神经系统等造成严重的影

日常生活之余袁身体不会感到过度疲倦袁还有余力去
享受休闲及应付突发事件的 能 力 [31] 袁广义 上就 是人

体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袁是健康概念的一种延伸 [32]遥
体适能具有几个层次院渊1冤 对基本生存的适应曰渊2冤
对日常生活和基本活动的适应曰渊3冤对生产劳动和娱

乐活动的适应曰渊4冤对运动竞技的适应 [32] 遥 研究发现袁
为期 4 个月的竞技健美操专项训练能提升大学生运

动员的灵敏性和平衡性尧增强腹肌力量和耐力尧降低
体脂比例 [33]遥 麦西来甫-木卡姆练习是新疆少数民族
的传统体育项目袁 同时将表演和体育锻炼融为一体

响遥研究表明在不同年龄阶段袁压力可导致大脑结构

的传统文体项目袁12 周的练习显著提高肥胖患者心

变化和认知功能的退化遥 童年时期的长期压力会影

肺耐力尧下肢爆发力和腰背部力量尧柔韧性袁和降低

响个体的神经发育遥 一项 fMRI 研究结果显示,在儿
童期曾受到虐待的成人海马的 3 个关键区域体积减
小

[28]

遥 成人的很多压力都与工作相关袁长期的工作压

力往往会导致心理力竭甚至抑郁遥 压力状态下身体
需要皮质醇来维持正常生理机能袁 皮质醇水平长期

偏高与体重增加或抑郁等一系列问题有关袁 还会给
记忆力造成短期影响袁 甚至有长期记忆力丧失的可

体脂含量 [34]遥 4 个月的跆拳道训练对大学生的力量尧
耐力尧柔韧性尧无氧功率和最大摄氧量等具有促进作
用 [35]遥 对体育和非体育专业男性大学生进行健康体适

能测试袁发现体育专业男生在身体成分尧柔韧性尧脉搏

和抗氧化能力上显著优于非体育专业男生[36]遥 这些研
究都表明袁体育锻炼有效增强体适能遥

相较一般的体育运动袁脑适能训练更有针对性遥

遥 长期压力还是影响身心老化的重要因素遥 个体

广义上袁 脑适能训练是基于体适能和动作技能的培

感受到的压力会产生更多的糖皮质激素袁 有理论认

养袁最终提高学习和适应能力的过程遥它利用神经科

为院 糖皮质激素的量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能

学研究的成果和理论袁 通过具体的身体动作和专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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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把野体适能冶定义为院个人在应付

[29]

引起海马功能紊乱袁加速海马老化 [30] 遥

的肢体训练袁提高体适能尧减少动作损伤和痛苦尧提

现代生活也使人们的心理健康面临挑战袁 其中

高动作效率和增强运动水平的过程遥 通过脑适能训

焦虑和抑郁是两种常见的精神疾患袁 给我们的个人

练袁关节运动幅度尧肌肉协调性尧动作速度和准确性

身体健康尧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遥世界卫生组织

等体适能指标得到快速而显著的提高遥动作的产生尧

统计数据显示袁1990 年和 2013 年期间袁 患有抑郁症

学习和控制都具有神经基础袁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尧

和 / 或 焦 虑 的 人 数 上 升 了 近 50% 袁 从 4.16 亿 增 至

疾病带来的神经系统损伤和神经系统老化等袁 都会

6.15 亿袁 世界上近 10%的人口受到影响遥 焦虑是一

影响动作的获得和表现遥 婴幼儿动作发展的每一步

种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袁 出现与现实情境不符

都是里程碑式的一步袁 它反映着身体和大脑的发育

的过分担心尧紧张害怕袁且这种紧张害怕常常没有明

进程遥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快速发展的时期袁儿

确的对象和内容的情绪体验遥 焦虑还会伴随血压上
升尧出汗尧震颤尧头晕和心跳加速等生理变化遥抑郁的
主要症状为情绪低落尧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遥抑郁患
者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尧精神不能集中尧自责自罪尧觉
得自己无用袁甚至有自杀行为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袁全球有超过 3 亿人患有抑郁症遥 全球疾病负担调
查估计袁到 2020 年袁重性抑 郁所 致 的功 能残 疾 将仅
次于缺血性心脏病袁位居第二遥焦虑和抑郁具有很高
的伴发率袁 经历过重大压力事件的人更容易发展为
焦虑-抑郁情感双向障碍袁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袁全
球约有 6 000 万人受这种障碍影响遥

童和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还不完善 [37]袁大脑
网络连接发育还未成熟 [38] 袁相应地袁他们的动作技能
学习和运动控制能力也不如成人遥 年龄小的儿童的
精细动作和动作连贯性较差袁 年龄较大的儿童动作
更协调 [39] 遥 儿童在快速目标导向运动中表现出更慢

的速度尧 更低的流畅性和准确性袁 以及更多的变异

性袁他们更多地依赖视觉反馈实时调整动作 [40]遥 与年

轻人相比袁 老年人也有着较差的运动表现遥 有 MCI
的老年人的手指运动能力尧力量控制尧协调性尧身体

姿势尧步态控制和动作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 [24]遥

Sport Science Research

体育科研 2018 年 第 39 卷 第 1 期
相较年轻人袁 老年人在运动时更倾向于激活大脑双

能的训练思路和方法遥 脑适能和动作训练可以激活

侧袁同时也表现出小脑退化尧丘脑底核与楔前叶以及

大脑的相关重要区域袁增加大脑的血液循环袁使更多

前额叶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下降等现象袁 老化带来

的氧气和营养运送到脑部袁 不断改善大脑神经细胞

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袁 是老年人运动功能下降的

的生存环境遥

主要原因

[24]

遥 大脑老化破坏了运动输出的神经完整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袁 结合行为研究

性袁降低了老年人的神经心理能力袁以至于老年人更

和动物研究袁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动作技能学习与

容易跌倒

动作训练可以带来大脑结构的改 变和功能重组袁帮

[41]

遥 在老化过程中袁大脑高级区域变得越来

越脆弱袁从而影响运动控制过程尧使得动作表现和学

助提高认知功能和促进心理健康遥 横断研究和纵向

习效率下降

研究均表明动作学习过程中大脑灰质和白质会出现

[42]

遥

体适能是人体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袁 反映身体
的健康程度遥 动作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手段与
途径袁大脑与动作能力平行发展袁大脑发育决定着动

重组袁这种变化带来动作技能尧注意力尧记忆力和学
习效率的提高 [43] 遥 体育锻炼和肢体运动可以促进儿

童大脑的可塑性袁包括结构和功能可塑性袁提高执行

作发展水平袁动作表现反映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遥由

功能袁促进大脑的终身发展遥 众所周知袁严重的脑损

于大脑具有可塑性袁 外界环境以及动作训练刺激大

伤是由疾病或意外引起的袁 但是衰老造成的记忆力

脑的相应区域袁提高脑细胞的活跃性袁调节神经营养

减退多是由于缺乏活动和脑部刺激所导致的遥 肢体

因子水平袁促进神经元再生袁增 强突触连接袁减少神

训练和脑适能练习帮助维持大脑健康及其正常认知

经系统信息传导过程中的噪音袁 使大脑能更快而准

功能遥 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和脑功能练习可以预防老

确地接受外界信息的反馈袁 从而提高动作学习和控
制能力遥这也是通过脑适能训练袁最终提高脑适能和

年人老年痴呆症和其它神经心理疾病 [44] 遥 与动作训
练和体力活动较少的老年人相比袁 恒常参与脑适能

体适能的过程遥 脑适能训练结合简单有效的肢体和

练习或健身的老人在记忆尧学习尧注意力和抽象推理

体能训练袁通过有趣和具有活力的游戏和练习袁改善

能力等方面有明显优势遥 体育锻炼和肢体运动为精

动态平衡控制尧力量和准确性 尧全身协调性尧脚步灵
活性尧耐力尧手眼协调尧柔韧性尧身体的空间感和时间

感袁 进一步利用脑可塑性的原理袁 使个体的动作控

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健康尧 认知功能和大脑活动都

带来积极影响 [44] 遥 在压力应对和情绪调节方面袁体力
活动有助于压力缓解袁 提高自信心尧 幸福感和满足

制尧技能学习尧思维反应和接受能力等方面有明显进

感袁同时也能减少焦虑尧抑郁等负性情绪袁而这很可

步袁有利于提高学习和环境适应能力遥

能是由于身体的活动使得血液中多巴胺的水平上
升尧 兴奋性提高以及与情感相关的脑区的阿片受体

人类大脑是非比寻常的袁 它可以一直适应环境

与配体的结合减少所导致遥

和重塑自身遥即使人到老年袁我们的大脑仍然可以再
次长出新的神经细胞遥 大脑重塑遵循野用进废退冶的

脑适能是通过肢体动作袁刺激大脑的相关皮层袁

原则袁只有被不断野刺激冶或野激活冶的大脑结构和神

协调全身的肌肉尧 关节的协调性和身体各个环节的

经回路才会被保存下并且越来越牢固袁 并且在这个

时间和空间关系袁达到最佳的动作效率和成绩遥从这

过程中会产生神经细胞尧蛋白质和神经递质等袁而那

个角度看袁脑适能训练袁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 年袁有

些不被使用的突触结构则会被清除遥 也就是说如果

着重要意义遥例如袁脑适能训练可以提高动作控制能

一个神经细胞没有被激活和使用袁 它会逐渐失去特

力渊动适能冤和技能学习能力渊学适能冤遥 从发展学的

定的功能遥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袁也是一个动态的

角度出发袁这些脑功能和动作行为训练袁对儿童动商

系统袁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受学习尧训练和经验的

能力的培养袁全面提升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水平袁也有

影响遥 脑适能训练的所有动作项目和目标是通过特

促进作用遥 这方面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遥

定的全身动作训练袁刺激和训练相关脑区袁协调中枢

脑适能和动作训练有益于身体和大脑健康遥 对

神经系统的各部门的功能袁 从而让脑功能发挥更大

身体健康的促进主要表现为身体素质的提高尧 肥胖

效果遥 运动者并不是野四肢发达袁头脑简单冶袁现代人

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率降低遥 对 28 名青少年的研究发

们应该抛弃这种野身心二元论冶的观点袁人是一个有
机整体袁身心不可分遥脑适能训练就是在考虑人们种
种需求和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袁 结合多年的基础研究
和实际应用袁发展出来的一种提升野身体和大脑冶功

现 袁12 周的 抗 阻运 动训 练 使他 们 的 体 脂 显 著 下 降 袁
耐力显著提高 [45] 曰8 周的普拉提和步行训练对超重 /
肥胖者的生活质量尧 抑郁和焦虑水平具有所改善作

用 [46]曰对 60 名疗养院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袁平衡力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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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分测试成绩与身体活动呈正相关 [47] 遥

对大脑的益处主要表现为保护神经系统和提高

认知功能遥 一项元分析发现有氧运动使人类左侧海

马体积显著增加 [48]曰5 周的体育锻炼引起脑功能连接
改 变 袁减 轻 儿 童 癫 痫 的 严 重 程 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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