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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osenbaum (2005) puts it,

 “motor control is the Cinderella of psychology” (p. 

311), neglected in journals, textbooks, and psychology 

courses. 

 motor actions are inherently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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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个体的基本能力。不同研究领域从
不同角度对动作加以诠释和概念界定。

在运动学中，动作主要被视为在一定时间、空间限定下，肢体、躯干的肌肉、骨骼、关节

协同活动的模式。它既可以指由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的完整活动模式，也可以指某一部分的

特定活动模式。

在神经科学领域，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动作都是在神经系统控制下进行和完成的，神经

系统对动作的控制具有全程性、协同性和多水平等特点。

在心理学中，动作视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和结果，动作是心理功能的外在表现。动作的发起

和完成过程实际上决定于内外信息在个体心理系统中的登记、编码、存储与提取。在儿童

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动作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是感知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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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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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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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

 在格塞尔看来，儿童按照成熟所规定的顺序或模式发展。环境可能会暂时影响儿童发展的速度。良好的环

境可以提供促进儿童发展的积极、宝贵的资源；而不良的环境则可能阻止和压抑其自然潜能的顺利发展。

但在格赛尔看来，发展的速度最终还是由生物因素控制的。

 对于动作发展，格赛尔认为个体动作的发展是以其大脑、神经系统与肌肉、骨骼、关节组织在结构上的完

善为自然前提的, 生理成熟主要为动作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生物可能性。成熟是个体发展的必要

前提，一切教育训练只能是在成熟的基础上，对个体发展起支持作用。

 他提出个体发展方向的头尾原则、远近原则。他们对儿童动作发展的观察和描述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格塞尔相信运动是有机体生长形式的最直接表现，并把婴幼儿动作发展常模的概念引入了主流发展心理学

的研究。

 格塞尔及其同事于20 世纪20、30 年代完善的成套测验在今天仍然是广泛使用的婴儿测试的基础，如贝利

婴儿发展量表和丹佛儿童发展筛选测验。但他们的研究过多地偏重对现象的观察与描述，他们的理论由于

只强调了发展的普遍性，忽视了发展领域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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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动作视为个体心理的起源，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是主体通过动作对环

境的适应。

7

Jean Piaget

「婴儿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基于他们的感觉和运动技能获

得的。婴儿通过眼睛、耳朵、手和嘴与外部世界互动来“思

维”。」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

 物体经验是影响心理发展的四因素之一。

• 物体经验，包括物理经验和逻辑数理经验。

• 其中逻辑数理经验就指个体理解动作与动作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

 认知发展的四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感知运动阶段：

• 这一阶段婴儿主要依靠感知觉和动作的逐渐协调,形成各种固定的图式（如摸、推、拉、摇、

看、听等）。婴儿开始区分自己和物体，逐渐懂得自己动作与效果间的关系，主体和客体间

以及客体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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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运动技能

直面复杂——

动力学系统论认为动作是多个相关系统以非线性模式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是

系统自组织的结果，不同动作模式的发展都要受到协调和控制两种基本过程的

制约。首先，动作行为的质变源于多种相关系统的复杂交互作用，这主要包括

个体身体发展成熟状况、环境和个体所面临的任务要求等三个大系统。

动力系统理论（Thelen,2002）对运动技能的发展和协调整合提出了解释。所谓

整合就是指儿童发展过程中各种技能的协调，包括婴儿肌肉的发展、知觉能力

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以及执行特定活动的动机和来自环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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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8C%E8%8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7%BB%8F%E7%B3%BB%E7%BB%9F


动力系统理论

每一种新技能的发展都是四方面因素联合形成的结果：

中枢神经系统的发展、婴儿的运动能力、婴儿头脑中

的目标、环境对该技能的支持。其中任何一种成分的

变化都会导致系统失调，婴儿就会开始探索和选择更

为有效的运动方式。

婴儿的每一个新的动作技能都是为了实现重要目标而

对既有技能的主动的、复杂的重新建构(Thelen & Esther, 

1995)。

运动技能的发展依靠复杂的系统，各种技能相互协调

相互作用，使得婴幼儿去探索和控制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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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的发展

知觉能力与
神经系统的

发展

执行特定动
作的动机

周围环境的
支持

(E. Thelen & Bates, 20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9E%A2%E7%A5%9E%E7%BB%8F%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0%E5%8A%A8%E8%83%BD%E5%8A%9B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的实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中心含义包括: 

• (1) 认知过程的进行方式和步骤实际上是被身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

• (2) 认知的内容是身体提供的; 

• (3) 认知、身体、环境是一体的，认知存在于大脑，大脑存在于身体，身体存在于环境。

 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它不是一个运行在“身体硬件”之上并可以指挥身体的

“心理程序软件”。(Shapir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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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的毕生发展

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可分为粗大动作（gross motor）发展和精细动作（fine motor）发展。

 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出现标志着婴儿自主能力的增强，这使得婴儿能够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对

环境采取行动并与之互动，并为环境探索、感知学习和社交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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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motor

如抬头、爬行，站立、走路和跳跃等

Fine motor

如自主够物、抓握、书写、绘画等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新生儿反射：

 新生儿的动作技能非常有限，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拥有一整套的反射。新生儿一出生或出生后不久

后会表现出多种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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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反射 吸吮反射 抓握反射 行走反射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粗大动作技能：

 6个月时，婴儿可以让自己向特定的方向移动；

 到6-8个月，婴儿基本掌握爬行的技能；

 在9个月时，大多数婴儿能够借助桌椅走路；

 1岁时，大约一半的婴儿能够走得很好；

 1-2岁学步儿跑动时步频大、步幅小、呈跳跃式，不能很自如地转弯或停止；

 3.5-4岁，完成单脚跳；

 5岁左右，平衡能力接近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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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

男孩在力量和体格的技能上

发展更好；

女孩则在身体协调技能上发

展更好。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粗大动作技能：

 动作技能的发展是按实际年龄顺

序发展的；婴儿的表现与环境背

景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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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动作发展里程碑

（Handbook_of_Child_Psychology_and_Developmental_Science-Cognitive_Processes)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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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范式行走的发展变化

（Handbook_of_Child_Psychology_and_Developmental_Science-Cognitive_Processes)

腿的运动和

脚的路径

步长变化的时间进程。

前10周快速增长，在随后的70周缓慢

而稳定增长。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精细动作技能：

 手的使用和制作工具在人类种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手的动作发展是个体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新生儿出生时已有抓握反射，表现出够物倾向。

• 大约3个月时，够拿动作精确性提高。但由于手眼协调能力有限，不能抓住或拿住客体。

• 4-5个月婴儿会协调两只手来探索物体。

• 5-6个月时能够有意识够拿、抓握和拿住各种小物体，并利用视觉提高抓握的准确性。

• 6个月至9个月，婴儿只需伸出一只手便可够拿小物体。

• 8-11个月之间，婴儿的抓握和够物得到大量的练习，使得婴儿的注意力能够从够物这件事情上可以转

移并分配到拿到物体之后需要完成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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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精细动作技能：

 手的使用和制作工具在人类种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手的动作发展是个体心理发展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接近1岁时，婴儿的钳形抓握能力开始出现【提升了婴儿完成基本生活动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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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形抓豆 钳形握积木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精细动作技能：

 基本生活技能：

• 1-1.5岁时婴儿开始使用手抓握勺子自己吃饭，

但仍需成人的帮助。

• 3岁的儿童可以穿脱简单的衣服、系纽扣、系

鞋带等。

• 到5岁时，儿童能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甚至可

以用剪刀剪出一条直线，或用蜡笔书写字母

和数字。

• 大部分儿童在5.5岁发展出成熟的握笔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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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婴幼儿期（0-6岁）

精细动作技能：

 绘画技能的发展

• 2岁儿童的绘画处于涂鸦阶段，儿童会画一些垂线和折线；

• 3岁左右的儿童处于形状阶段，画出一些方形、圆形等形状；

• 3-4岁期间处于图案阶段，儿童会把形状组合成更复杂的图

案；【蝌蚪人】

• 4-5岁开始进入图画阶段，随着精细动作和认知的发展，绘

画中的现实成分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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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儿童青少年期（7-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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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动作：

• 总体发展趋势：到10-12岁时，粗大动作发展的主要指标基本稳定并开始接近成人水平。青少年

投掷时通常可以协调肩膀、手臂、躯干和腿部的力量，可以运用更精确、更有效的运动技巧。

• 性别差异：女孩表现出的动作失调都比男孩少，而且比男孩更快、更熟练。

工具：PANESS

分数越低，表现越好

(Larson et al., 2007)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儿童青少年期（7-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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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动作（书写动作）

 对儿童来说，书写动作是一项重要发展任务以及能力要求，完成书写动作需要通过手部使用笔类

等工具进行。

 除了手部动作的发展外，书写动作也是将感知觉与动作技能协调的复杂过程，书写过程的顺利完

成需要一定水平的整合能力。

 1、2、3年级是手写能力变化快速发展时期，真正掌握书写技能的动作模式要到7岁。

 一些特殊的患儿群体伴随着运动功能的损伤，特别是手部动作能力受损，比如患有脑瘫的儿童和

青少年经常伴手部功能受损，这使得他们很难处理日常活动。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成年期（18岁之后）

成年早期/青年期（18-35岁）

 许多运动技能在25-35岁时达到巅峰。

 以运动员群体为例，对四肢的运动速度、

爆发力和协调要求较高的一些项目，其

竞技成绩都在20岁左右达到巅峰；对耐

力、稳定性和瞄准等能力要求高的项目，

其竞技成绩在30岁左右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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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马拉松比赛的20岁至79岁的最佳男运动员时间Lepers et.al , (2012）Age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成年期（18岁之后）

成年中期/中年期（35-60岁）

 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时期个体生理及心理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与过渡并存。

 个体的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从成年早期的巅峰状态后开始稳定发展，并伴随着衰退。大部分的研

究发现，这种衰退不存在性别差异。

 对于特殊疾病导致运动障碍个体来说，成年中期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比如，以脑瘫患者为

对象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患者的粗大动作功能的衰退在33-42岁的成年人中最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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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作的毕生发展-成年期（18岁之后）

成年晚期（老年期）

 老年人经常表现出运动能力的衰退，如精细运动控制降低、协调困难、运动速度减慢、步态和平

衡等能力下降(Michely et al., 2018; Salthouse, 2000; R. D. Seidler et al., 2010)。

 运动能力的衰退会影响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导致老年人活动受限、参与受限和死亡的风险增加。

 步态和平衡问题：跌倒是老年人受伤和发病的主要原因，20-30%的跌倒老年人遭受中到严重伤害。

 老年人在各种任务中的运动持续时间明显增加，运动速度会减慢15-30%。

25



二、动作的毕生发展-成年期（18岁之后）

成年晚期（老年期）

 不同的干预措施，如有氧运动、力量和大肌肉运动训练项

目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认知功能。

 针对身体健康和大肌肉运动技能的不同锻炼计划也会促进

健康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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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yman，2014，Age



动作发展的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发展瀑布效应：发展过程中各种交互作用或相互作用的累积结果，这种发展的累积效应导

致跨越不同水平、领域、系统或者不同世代的传播效应。（ M a s t e n ， C i c c h e t t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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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锁反应(chain reactions)：强调发展过程必然包括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并涉及早期发展对后
期发展影响的合理性与渐进组织性(Rutter, Kim-Cohen, & Maughan, 2006)。

滚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s)与放大效应(amplification effects)：常见于加速增长模型，强
调个体一旦获得了起始的优势，这 种优势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Bukowski, Laursen, & Hoza, 2010)。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强调适应行为或能力发展跨领域的累积作用，比如童年
期的社交行为与青少年期学业成就的消极相关(Burt, Obradovic ́, Long, & Masten, 2008)。



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动作经验（motor experience）可以促进知觉、认知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变化。

姿势技能（postural skill ）和手部技能（ manual skill）的瀑布效应：

 【短期/实时影响】

• 坐（sitting）的发展促进了够物（reaching）和手眼物体探索的发展(Soska & Adolph, 2014) 。

• 手部技能的提高又促进了对物体形式 、物体外观的变化、物体大小、以及对其他人抓取物体的

意图的注意转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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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动作经验（motor experience）可以促进知觉、认知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变化。

姿势技能（postural skill ）和手部技能（ manual skill）的瀑布效应：

 【长期影响】

• 动作发展可以引发一系列发展结果，有时导致的发展结果似乎与动作行为本身有很远的距离，

甚至会影响很长时间之后的发展结果。

• 5个月时的姿势技能（postural skill ）和手部探索行为（manual exploration ）可以预测是14岁时

学业成就 (Bornstein, Hahn， & Suwalsk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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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位移技能（locomotor skills ）的瀑布效应：

 爬行经验（Crawling）

• 与婴儿目标受挫时的愤怒增加有关；

• 与自我驱动和外部引起的物体运动的分化有关；

• 与心理旋转能力有关；

• 与更灵活的记忆、更有效地使用远端和近端地标能力有关。

• 相比于步行者，婴儿更倾向于观察爬行者，当观察婴儿爬行时，运动皮层的激活更强（相较于

观察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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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位移技能（locomotor skills ）的效应：

 行走经验（walking）

• 更多的接触远处物体，携带更多的物体；

• 更多的与母亲互动；

• 收到更多来自母亲的行动指令（Karasik, Tamis-LeMonda， & Adolph, 2014)

• 促进与母亲更频繁和复杂的社会互动，更多的社会性注视(Clearfield, 2011;Clearfield, Osborne， & Mullen, 2008)。

• 与接受性语言和表达性语言的显著增加相关(Walle & Campo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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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动作经验（motor experience）对认知的影响是一种心理瀑布而不是一般的成熟。

人为增强的动作经验提供了因果瀑布发展的确证：

 【手部技能经验】预先让婴儿在“粘指手套”的帮助下获得几周的自我生成（self-generated ）的

动作经验（粘指手套可以粘在物体上而不需要抓取），这些婴儿会表现出在接触、抓取和视觉探

索物体方面的进步。 (Libertus & Needham, 2010, 2011;Needham, Barrett， & Peterman, 2002)

 【姿势和手部技能经验】几周的姿势和物体交互训练（ posture and object interaction ）可以提高婴

儿够物、物体探索和问题解决的表现。 (Lobo & Galloway, 200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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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发展瀑布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

人为增强（Artificially enhanced ）的动作经验提供了因果瀑布发展的确证：

 【手部技能经验】简单地进行几分钟的手部动作(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带着粘指手套的)，会增加心理

旋转能力、对他人行为结果的视觉预期能力、目标导向的手部动作中对他人意图的关注能力、区

分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的特征的能力、物体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

 【位移经验】与未接受任何训练的婴儿相比，有过几周在电动移动车（坐起来操作操纵杆）中移

动经验的婴儿表现出更多的姿势补偿，并且更早地避免了视觉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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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发展联系并不意味着一个线性的因果链。



动作发展与认知

动作发展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2岁时的精细/粗大运动能力可以直接预测3岁时的认知IC。

 早期运动能力可以通过2岁一般认知能力预测3岁WM，进而影响3岁IC。

 EF发展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从身体运动到简单的认知功能，最终到复杂的认知功能。

34

Wu, M., et al. (2017). Infant Behav Dev



动作发展与认知

动作发展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与大肌肉运动技能相比，精细动作技能通常与执行功能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更一致。

(Livesey et al., 2006; Payr, 2011; Van der Fels et al., 2015; Woll & Everke, 2007)

 精细动作技能与执行功能（包括抑制/转换、更新）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抑制/转换、更新和精细

动作技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基本数字技能，基本数字技能和更新成分能够显著预测之后的数学成

绩。（Gashaj ，2018）

 具备较高的执行功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水平的儿童，在幼儿园入学的多个子测试中成绩更好。

（Camer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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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发展与认知

动作发展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对非典型发育儿童的研究表明（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发育协调障碍（DCD）和

发展性言语失用症（DAS）），认知和动作表现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发育障碍与认知和动作功能

缺陷常常同时发生

(Dewey et al., 2002; Nijland, 2003; Klimkeitz, 2005; Hartman et al., 2010; Sergeant, 2000; Wilson et al., 2013; Klimkeitz, 2005)

 动作协调困难的幼儿在执行认知功能任务时，比如动作抑制、任务切换、工作记忆方面存在困难

 (Pangelinan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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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发展与认知

运动干预训练的作用

 体育活动对3-7岁儿童整体执行功能

影响的meta分析（ Li et al.,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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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测评工具名称 版本 编制者 适用年龄 测试内容

0-6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 — 薛红、茅于燕等 0-6岁
粗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能力

语言、社交行为

格赛尔发育诊断量表
（Gesell Developmental Schedule）

GDS A. Gesell 0-6岁
粗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性行为、

语言行为、个人-社交行为

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

BSID-I N. Bayley 2-30个月 智力量表、运动量表

BSID-II N. Bayley 1-42个月 智力量表、运动量表、行为量表

BSID-Ⅲ N. Bayley 1-42个月
认知量表、语言量表、运动量表、

社会-情绪量表、适应行为量表

BSID-CR 易受蓉等 2-30个月 智力量表、运动量表、行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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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育评估量表



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测评工具名称 版本 编制者 适用年龄 测试内容

0-3岁婴幼儿发育量表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hina）

CDCC 范存仁等 0-3岁 智力量表、运动量表

3-6岁中国儿童发展量表 — 张厚粲等 3-6岁 智力发展量表、运动发展量表

麦卡锡幼儿智能评定量表
（McCarthy Scale of Children’s Abilites）

MSCA D. McCarthy 2.5-8.5岁
言语量表、知觉-操作量表、

数量量表、记忆量表、运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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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育评估量表



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测评工具名称 版本 编制者 适用年龄 测试内容

皮博迪运动发育量表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PDMS
M. Folio & R. 

Fewell
0-5岁

粗大运动发育量表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
PDMS-2

M. Folio & R. 

Fewell
0-5岁

马氏灵敏运动技能测评
（Maastrichtse Motoriek Test）

MMT
Vles，Kroes 

& Feron
5-6岁

物体控制

稳定性

精细动作

粗大动作发展测试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TGMD-1 D. Ulrich 3-10岁
身体位移运动

物体操控运动
TGMD-2 D. Ulrich 3-10岁

TGMD-3 D. Ulrich 3-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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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评估量表



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测评工具名称 版本 编制者 适用年龄 测试内容

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评估量表
（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M-ABC
S. Henderson 

& S. Sugden
4-12岁 精细运动（手部灵巧）

粗大动作（定位抓取）

平衡能力（身体平衡）M-ABC-2
S. Henderson 

& S. Sugden
3-16岁

布尼氏动作熟练度测评
（Bruininks - 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BOTMP
R. Bruininks 

& B. Bruininks
4-14岁 粗大动作测试；精细动作测试

BOT-2
R. Bruininks 

& B. Bruininks
4-21岁

精细动作控制测试、四肢协调测试

全身协调测试、力量与灵敏测试

NIH神经及行为功能评估工具
（the NIH Toolbox for Assessment of 

Neurological and Behavioral Function：NIH 

Toolbox motor battery）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3-85 岁
灵巧；强度（上肢、下肢）

平衡 ；位移运动 ；持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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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评估量表



三、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

43

手眼协调

平衡

手部精细

以MABC-2为例

3-6岁任务：8个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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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大脑的发育是动作发展的基础，同时动作的发展也会促进大脑的进一步发展。在反复的动

作练习过程中，大脑相应区域不断被激活，从而使大脑结构产生积极性变化，为个体心理

发展奠定良好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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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在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的研究表明，运动行为的大脑基础包括：

 主要运动区域(primary motor areas)，例如主要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

 非主要运动区域(nonprimary motor areas)

• 体感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

• 辅助运动区域(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

• 运动前皮层(premotor cortex)，

• 背侧扣带区域(dorsal cingulate regions)，

• 顶叶区域(parietal regions)

• 小脑(cerebe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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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es of human neuroimaging data for motor behavior 

Hardwick et al., neuroimage, 2013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灵长类具有多个不同的动作模块：

 Jeannerod认为背侧流对伸够、抓握的动作有独立的分

区，传递视觉信息到初级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M1）。

• 第一条路线连接了顶枕区域（parieto-occipital area, 

PO）和背侧前运动皮层，这种连接有两者直接的

联系及经过顶内沟（上部顶叶模块）的间接联系。

（伸够）

• 第二条路线从背侧纹状皮层通过前顶内区域到腹侧

前运动皮层，将物体的内源性视觉属性转化为执行

抓握的运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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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不同动作流所涉及的灵长类大脑区域及其

连接示意图

(Jeannerod, 1997; Milner & Goodale, 2006)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小脑被认为是精细运动的控制中枢，参与动作的预测，

对于动作表现和动作过程至关重要，而顶叶皮层与小

脑这两种结构与心理表征和运动表象也密切相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顶叶皮层的成熟过程提高了神经效率，

并可能使得年龄较大的儿童（10岁以上）逐步提高他们产

生准确运动预测的能力(Gabbard, Cacola, & Bobbio, 2011)。

 From Movement to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 Koziol et.al. , 2013 ）

48

Sensorimotor interaction paradigm：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rtex, basal ganglia, and 

cerebellum.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在1岁之前，大脑发育主要是神经纤维髓鞘化，以及神经纤维不断延伸或生长为“树突树”

的过程。有的神经元会运动到大脑的表层，即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另一些神经元则

运动到大脑皮质下层。这种在生命早期大脑中不断增加的髓鞘化影响精细运动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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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with age seen on T2–

(top row) and T1-weighted (bottom row) MRI.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婴儿从出生到1岁时存在几个运动高峰期：

 在3-4个月会出现一个动作高峰期，此时，婴

儿正自发地伸手去够物体；

 8个月大时，婴儿学会爬，并寻找感兴趣的物

体；

 到12个月大时，婴儿正学习走路。

这些动作的高峰期与突触之间联结的大量形

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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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当婴儿不断地重复并练习简单的感觉运动模式(例如转头或伸手够物品)时，他们也稳固了

重要的突触间的联结。

有趣的环境能够提高婴幼儿的活动水平，如果鼓励他们积极地与周围的人和物进行互动，

就可以提高婴儿大脑功能的质量(突触联结密度)以及强化突触间的联结(髓鞘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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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2岁前婴儿的大脑网络结构基本上已经表现出成人化的网络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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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 et al.，2018)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出生后第一年的功能脑网络发展：

 9个功能网络按照最早到最晚发展的时间顺序：SM/AN（感觉运动网络/听觉语言网络） > V1/V2 >

V3/DMN > SA/bilateral F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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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Gao et. al. Cerebral Cortex, 2015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Gao等人纵向追踪2岁前婴儿大脑网络结构的发展过

程，揭示了9个皮层功能网络的详细拓扑结构和生长

轨迹：

 在感觉运动网络中，从新生儿到2岁，这种模式表现为更

显著的网络层次关联性降低（而不是增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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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Alcauter, Smith, Gilmore, & Lin, 2015)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Marrus等人追踪婴儿头两年的发展，行走和粗大运动得分相关的功能性脑网络连接：

 在12个月的时候，感知运动网络（SMN）—默认模式网络（DMN)的大脑功能连接与行走的得分

显著相关；

 在24个月大时，背侧注意（DAN）和后扣带神经网络（pCO）与行走得分显著相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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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生命早期的大脑损伤与婴儿随后的运动能力是密切相关的。

 围产期大脑结构网络的损伤会预测8个月婴儿的运动能力(Linke et al., 2018)。

 新生儿的左侧楔前叶FA、右侧枕上回MD、右海马FA可以预测20个月婴儿的运动障碍(BSID-3)。

（ Schadl, et al.,2018）

即使在没有解剖学损害的情况下，极早产儿的负责运动、语言和执行功能的关键大脑网络

的功能连接在出生后不久就会出现缺陷(Gozdas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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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婴幼儿期

早期的运动能力对成年期大脑结构的预测：

 1岁时的运动表现越好(学习站立和行走的年龄越早)，运动前皮层、尾状核、丘脑和小脑的灰质体

积越大(大约3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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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1y ; IMD(infant motor development )

T2: 33-35y ; MRI

N = 93

（Ridler,et al.,2006）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胼胝体运动纤维和双侧皮质脊髓束中的白质微结构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白质通路，对粗大和

精细运动功能都至关重要。

 学龄前儿童（3-6岁）的动作测试分数越好，显示出越成熟的白质模式，主要表现为皮质脊髓束

（CST）的胼胝体（CC）和局部区域内较高的FA（分数各向异性）以及较低的MD（轴向扩散率）

和RD（径向扩散率）与更好的运动表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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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的增加和MD的减少可
能反映了更多的纤维凝
聚，髓鞘增多或纤维密
度增加。

(Grohs，2018，Neuroimage)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更快的运动反应时间与CC和cst白质结构的轴向和径向扩散系数(AD, RD)较低有关，无论

是在学龄儿童群体还是老年人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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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5 typically-developing

Age=7 to 13 years

visuospatial 5-choice RT task Madsen et al., neuroimage，2011

N=12

younger group

(mean± SD = 25.5± 4.34)

older group

(mean± SD = 77.7± 4.94)

Sullivan et al, Neuropsychologia, 2010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动作控制网络在学龄期依旧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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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

Mage=8.57±0.67

N=21

Mage=13.02±1.37

N=14

Mage=25.33±3.58

rs-fcMRI

Fair et. al.，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2010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感觉运动系统在早期儿童建立，但在青春期早期

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在青春期后期收缩或修剪。

 5-8岁儿童的初级运动皮质（右中央前回）(right 

precentral gyrus)与左中央前回（left precentral 

gyrus）、双侧中央后回（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i）

和内侧辅助运动皮质（medial 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相关，儿童晚期（8.5-11岁）到青少年晚期

（16-18岁）的初级运动皮质（右中央前回）网络范

围持续存在，但与青少年早期相比，青少年晚期

（16-18岁）的网络范围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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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linski, 2010，PNAS)

N=300

Cross-sectional

structural covariance MRI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单侧化表现：左半球运动回路连接的侧化与儿童更好的运动表现相关。较好的运动发育依

赖于左半球在某些固有运动网络连接方面的优势地位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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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

Mean age=10.2y

rs-fMRI

Barber et al. , Cerebral Cortex ,2012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儿童青少年期

动作能力的发展存在早期的传递性，早期的运动能力表

现可能会持续到学龄期，反映在大脑功能连接网络上。

 早产儿的运动能力与丘脑-运动（ thalamus-motor ）和基底

神经节-运动（ basal ganglia-motor ）网络连接之间的联系较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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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3

Mage=12y

Motor measurement：MABC

Wheelock et al., NeuroImage, 2018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白质的不同成熟模式也表现在具有特定运动专长的个体（即音乐家、高尔夫球手和空手道

黑带）与缺乏专长的年龄匹配对照组研究中，具有特定运动专长的个体在运动白质脊髓束

中具有更高的FA和更低的扩散率。

(Jancke, Koeneke, Hoppe, Rominger, & Hanggi, 2009; Robert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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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or cerebellar peduncles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运动员群体作为动作发展和技能学习的一个特殊群体和典型群体，在这一年龄阶段的运动

员与普通对照组相比，无论是大脑结构还是大脑功能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

运动训练导致的大脑可塑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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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占兵等人，2019



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老年期

衰老与运动能力和运动协调能力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Hoffstaedter et al., 2015; R. D. Seidler 

et al., 2010)，这也是生理衰老的一个重要方面。

衰老伴随着感觉运动网络中静息状态功能连接的减少(Tomasi & Volkow, 2012)。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感觉运动皮层中后岛功能整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这种降低

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可以预测老年人的老化(He et al., 2017)

身体锻炼对延缓认知老化方面的作用。身体锻炼通过对某些大脑结构的重塑来影响认知老

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对于老年人维持大脑灰质和白质容量、白质完整性等方面均表现出

积极作用(Marks, Katz, Styner, & Smith, 2011; Vos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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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毕生发展的大脑基础

动作干预训练

 将22名8-11岁的肥胖儿童随机分为两组：运动干预组、控制组，运动干预组需进行八个月运动干

预后参与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

• 接受运动干预儿童的大脑的默认模式（default mode）、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和运动网

络（motor networks）表现出更多的空间精细化，并且与右侧额叶内侧回（right medial frontal 

gyrus）的运动网络同步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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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方向预测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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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方向预测及展望

学科领域整合化

 重视学科之间的结合：生物学（如动力学系统）、计算神经科学、临床科学（将运动表现和可塑

性作为诊断工具和治疗）以及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 等

 2019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了运动认知神经科学学组

研究视角积极化

 重视应用转化和干预研究（肥胖儿童、阅读障碍或注意力障碍、轻度认知障碍）

 体育课程设置、运动锻炼与更高阶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方向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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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方向预测及展望

研究方向纵向化

 更大年龄范围的纵向研究以及大数据背景下的分析

 拓展纵向追踪研究

研究工具多样化

 未来更好的脑成像工具的革新（更适合老年人、婴儿等特殊的群体）

 生态学的便携式的设备可以更自由的监控大脑的活动，可能会颠覆目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也会促

使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出现。

 虚拟现实技术、多模态处理以及时间/空间同时采用等各种技术整合联动，根据研究任务，综合运

用各种研究方法及技术手段，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

70



主要参考文献

CAMPOS J J, ANDERSON D I, BARBU-ROTH M A, et al. Travel Broadens the Mind [J]. Infancy, 2000, 1: 149-219.

DONG Q, TAO S, ZENG Q, CAMPOS. The role of action in individual's early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1997, 4:48-55

LI H, HE L.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omotion And Cognition I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315-320

DIAMOND A. Close Interrelation of Motor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of the Cerebellum and Prefrontal 

Cortex [J]. Child Dev, 2000, 71: 44-56.

PIEK J P, DAWSON L, SMITH L M, et al. The role of early fine and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on later motor and cognitive 

ability [J]. Hum Movement Sci, 2008, 27: 668-681.

THELEN, ESTHER. Motor development: A new synthesis [J]. Am Psychol, 1995, 50: 79-95.

THELEN E, BATES E. Connectionism and dynamic systems: are they really different? [J].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03, 6: 

378-91.

71



主要参考文献

WOUTER COOLS K D M, CHRISTIANE SAMAEY, CAROLINE ANDRIES. Movement Skill Assessment of Typically 

Developing Preschool Children: a Review of Seven Movement Skill Assessment Tools. [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8, 8: 154-168.

BARBER A D, SRINIVASAN P, JOEL S E, et al. Motor "Dexterity"?: Evidence that Left Hemisphere Lateralization of 

Motor Circuit Conne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Motor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J]. Cereb Cortex, 2012, 22: 51-59.

JEANNEROD M.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action [J]. Trends Cogn Sci, 1997, 1: 238.

HAYLEY C. LEONARD E L H. The impact of motor development on typical and atypical soc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A

systematic review [J]. Child &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2014, 19:163-170.

GAO W, ALCAUTER S, ELTON A, et al. Functional Network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Year: Relative Sequence and 

Socioeconomic Correlations [J]. Cereb Cortex, 2015, 25: 2919-2928.

MARRUS N, EGGEBRECHT A T, TODOROV A, et al. Walking,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and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J]. Cereb Cortex, 2018, 28: 750-763.

72



谢谢大家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