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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运动中的动觉研究主要集中在动觉或视觉信息对运动技能形成的影响，动作方

位准确性，关节动觉感受性等方面。现有的研究存在忽视对动觉理论内涵的探讨，未能根据运动

项目的特点进行研究等问题。今后应加强动觉理论、动觉与运动技术的内在联系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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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on kinesthesia in sports mainly include such areas as the effects of kinesthetic or visual in-

form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skills, movement orientation accuracy, and articular kinesthesia, having such 

problems as neglecting the exploration of connotations of kinesthesia theories and failing to make the study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vents. Researches on such areas as kinesthesia theories as well as intrinsic con-

nections between kinesthesia and sports techniqu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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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觉是各种体育活动得以产生与完成的基础，正

确完成各项运动技术的关键。本文对近些年来国内外

有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动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动觉的界定 
对动觉的界定，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Scott[1]认为动觉是反映身体各个部分的运动速度、

幅度、持续时间和身体整体位置变化的感觉。Magruder

也对动觉加以界定，与 Scott 所下的动觉定义基本一

致，只是其界定更为宽泛，致使动觉内涵的精确性下

降。Sage[2]所界定的动觉更加强调在获得动觉信息过程

中对其他信息来源的排除。他提出：动觉是在无视觉

参与时，对肌肉张力、四肢与身体的位移、身体各部

分位置的变化作出判断的感觉(排除视觉、听觉、语言

资源)。Howard & Templeton[3]则更多地是把动觉当作行

为术语来看待，他认为：所谓动觉，主要是指对身体

各部分、各种运动、身体各个环节运动幅度所作出的

积极或消极辨别能力的感觉。 

Krech[4]认为动觉主要是在肌肉紧张时所产生的感

觉，动觉是由身体运动和作用于肌肉、肌腱和关节中

感受器的机械力引起的肌肉紧张所产生的感觉。希尔

加德[5]对动觉的界定更为详细、明确，提出动觉是肌肉、

肌腱、关节等的感觉；其中关节和肌腱里的感觉器官

觉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肌肉里的感觉器官可以

自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但几乎不能提供使我们

直接觉察到的信息。 

我国学者对动觉界定较早并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是曹日昌[6]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动觉是对身体运动

和位置状态的感觉。动觉受纳器位于肌肉组织、肌腱、

韧带和关节中。”此后，黄希庭、孟昭兰等人也对动觉

进行了定义，与上述含义基本一致。梁承谋[7]所提出的

动觉定义比上述界定更为具体、明确，认为：“动觉是

主体对身体各部分之间相对位置变动的反应，它是主

体对肌肉收缩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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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国内外学者对动觉的界定，其主要含义可以

概括为如下方面：1)对身体各部分位置变化的反应。

动觉是对身体各个部分运动速度、运动幅度、持续时

间和身体整体位置变化的感觉(Scott & Magruder)。2)

对动觉信息之外其他信息源的排除。动觉是在排除视

觉、听觉与言语提示等可能获得信息途径后，对身体

位置变化产生的感觉(Sage)。3)对主动与被动运动区分

的感觉。动觉是对身体各部分作各种主动与被动运动

时所引起的感觉(Howard & Templeton)。4)是对肌肉张

力变化的感觉。动觉是对肌梭、腱梭、关节小体所引

起的机械力对肌肉张力变换而产生的感觉(Krech)。5)

对身体各部分位置变化与肌肉张力变化的感觉(梁承

谋)。 

纵观上述学者关于动觉的观点，笔者更倾向于认

同“动觉是对身体各部分位置变化与肌肉张力变化的

感觉”这一定义。动觉的感受器包括肌梭、腱梭与关

节小体。其中肌梭、腱梭是反映肌肉张力变化的感受

器，关节小体是提供关节活动范围与速度方面信息的

感受器，根据其感受器的功能，动觉应包括对身体位

置变化的感受与肌肉力量变化的感觉。 

 

2  体育运动中的动觉研究现状 
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在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动觉研

究较少。国外相关研究始于 20 世纪前期，但从那时至

今，运动界对动觉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归纳起来，研

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研究利用动觉或视觉信息对运动技能形成的影响 

Coleman Griffith[8]对动觉在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中

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他以从未学习过高尔夫球的 12

名健康男子为对象，把他们平均分成两组。一组是有

视觉参与并以正常的程序学习，即教练讲解后进行练

习；另一组在排除视觉情况下学习击球动作，教练并

把其击球的信息尽可能详细地告诉被试者。训练时间

为 4 周，每周 5 d，每天击球 10 次；4 周后，他们都

进行 2 周的排除视觉的动作学习，并以击中球的次数

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1～2.5 周，有视觉参与组的

击球动作学习进步比排除视觉组(动觉组)快得多，即

有视觉参与组击球数更多；2.5～4 周，排除视觉组与

有视觉参与组相比，击中球的次数更高；4～6 周，排

除视觉组击中球的次数依然高于有视觉参与组。众多

临床医生和实验者进行了提高技能中动觉唤醒水平的

研究，他们把技能分为三类：传授给排除视觉的被试

者运动技能；通过放松训练降低或调整肌肉紧张度；

使用各种动觉疗法以通过治疗减少关键动作中所存在

问题。结果显示：对排除视觉的被试者进行动作技能

的传授并不能获得较高的动觉唤醒水平；在动作技能

学习过程中，练习不充分但及时得到反馈组与一般练

习组相比，其动觉唤醒水平有显著差异；在技能学习

后期，进行动觉训练的效果更为明显，动作复制的准

确性更高。Fery 等[9]把被试者分为视觉表象组、动觉

表象组和无表象组，调查他们在学习网球发球过程中

动觉模型是否好于视觉模型。结果显示：使用动觉表

象对形成闭索性动作技能更为有效。 

2.2  关于动作方位准确性的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一部分学者对体育运动领域中

的动觉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平衡、

四肢与身体位置的复制。如 Norrie、Roeff 研究了体育

教育专业和其他专业学生在复制平衡、四肢与身体位

置过程中具有明显差异[10]。Slater-Hammel[11]使用肌动

电流描记器记录重复不同肌紧张程度的能力，并把它作

为动觉测量手段，结果显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动作

复制常在误差显著小于艺术专业学生。Lephart 等[12]以

不同学院间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和健康的女大学生为被

试者，对她们优势膝关节伸展运动的动作方位准确性

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之间

的膝关节动作方位准确性具有明显不同，其平均数在

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即体操运动员的膝关节动作

方位准确性明显高于对照组；伸展训练不仅能够提高

肌紧张性，而且可以对膝关节动作方位准确性产生积

极影响。此研究与其他研究得出同样结果，即大量的

运动训练可以提高感觉神经通路。Jacobson 等[13]研究

了太极拳运动对盂肱关节动作方位准确性的影响。他

们以 24 名年龄在 24～45 岁之间的、从未学习过太极

拳的人为被试者，评估太极拳训练对人的身体侧向稳

定性、动作方位准确性和膝关节伸展力量的影响。其

中，表示肩关节动作方位准确性的转动角度为 30°、

45°、60°；12 人为实验组，学习太极拳 12 周，另

12 人作为对照组不学习。结果显示：两组在身体侧向

稳定性、60°的动作方位准确性、优势膝关节伸肌的

力量 3 项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他方面不具有显著性差

异。此研究显示低强度的太极拳训练可以提高动作方

位准确性、身体稳定性和膝关节伸展力量。Zisi 等[14]

以 45 名 11～13 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为被试者，调查

脚背踢球与专门化知觉、运动能力和技能操作之间的

关系。其中动觉的实验通过动觉计测量，运动员坐在

沿垂直轴运动的水平位置上，每一个人都把其优势手

臂放在水平面上，要求肘关节弯曲，以至于转动轴的

位置与肘关节排列成行。每一个被试者要求肘关节在

水平面上转动到弯曲 60°的位置。睁开与闭上眼睛分

别练习一次之后，每一个被试者进行 8 次实验。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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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验转动的位置被报告出来，并计算偏离 60°的绝

对平均误差。结果显示：踢球成绩与动觉之间没有显

著的相关。 

2.3  运动员受伤与未受伤或优势与非优势关节动觉

感受性的比较研究 

Garn 等[15]以 30 名 18～24 岁的踝关节慢性扭伤和

健康运动员为被试者，检验踝关节重复受伤运动员的

动觉唤醒水平是否下降；此外，使用单侧大腿站立平

衡实验来检验受伤与未受伤踝关节的稳定性之间是否

有区别。结果显示：与健康运动员相比，踝关节受伤

的运动员在辨别被动运动动作有较为明显的难度。

Forkin 等[16]以踝关节慢性扭伤的大学校队体操运动员

为被试者，检验他们慢性扭伤的踝关节，在动觉信息

匮乏情况下辨别足底被动屈动作中的能力是否下降，

及在单腿站立情况下的平衡控制力如何。实验要求被

试者进行 30 次测试，15 次被动运动(足底被动屈 5°)，

15 次不运动。结果显示：运动员没受伤与慢性扭伤的

踝关节相比，在足底被动屈 5°的运动中复制结果更

为准确；在每侧大腿进行有视觉参与和排除视觉情况

下的单腿站立 30 s 测试中，被试者报告未受伤的踝关

节站立的平衡性更好。此外，Allegrucci 等[17]以 20 名健

康的大学校队运动员为研究对象，检验头部健康的运

动员在被动运动中，优势与非优势肩关节在外旋 0°

和 70°情况下动觉感受性是否有差别；并检验外旋、

内旋范围与被动运动中动觉感受性之间的关系。结果

显示：在外旋 0°和 70°情况下，运动员优势肩关节

的动觉感受性明显高于非优势肩关节，探察运动状况

的难度更小；两侧关节外旋 70°与 0°相比，前者的

动觉感受性更高。 

在我国，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动觉研究主要是围绕

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考进行探讨，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

了实验方法进行研究。如许尚侠[18]对不同人群上肢关

节动觉感受性与体育训练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他

以腕、肘、肩 3 个关节作为测试部位，以 3 个水平的

运动幅度(反映动觉感受性的指标)作为实验刺激，对

体育学院不同项目、不同性别的学生与师范学院普通

学生的比较研究表明：运动员训练水平愈高，动觉感

受性愈高；随着运动员长期从事的项目不同，其不同

关节动觉感受性发展水平也不同；男子与女子体操运

动员上肢动觉感受性有显著差异；语言指示对于提高

动觉感受性具有积极作用。石岩[19-20]在其研究中指出：

运动技能水平越高，动觉方位准确性愈高；定量运动

负荷可以明显提高肘关节动觉方位准确性；个性特征

对动觉准确性和动作稳定性无明显影响。他还指出，

通过训练提高动觉方位准确性，可促进技能的提高；

随着定量运动负荷的增加，定量运动负荷后肘关节动

觉方位准确性显著提高的持续时间也相应延长。 

一些学者基于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考对动觉进行探

讨。如林萍[21]认为在形体教学中要促进学员正确运动

感觉的形成，应采取各种手段，如正、误感觉的对比、

运用语言指导、排除视觉直接作用、语言自述、经常运

用询问和提示、运用正确的反馈信息。赫秋菊[22]在篮球

运动员感知觉与投篮命中率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运动

员的本体感觉对投篮命中率影响最大，训练水平越高，

这种趋势越明显。卢亮球[23]在其研究中也指出，手臂

用力准确度、手部肌肉用力稳定性是影响少年女篮队

员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钟前涓等[24]在研究中指出，

排球运动员的球感好坏是其技术水平在感知觉基础上

获得高度发展并出现良好竞技状态的心理标志。球感

是一种复合知觉，球感的获得是经视觉、触觉、平衡

觉、运动觉、本体感觉等多种感官信息的分析和综合

后才产生的。 

 

3  体育运动中的动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

展趋势 

3.1  体育运动中动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忽视对动觉理论的探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学者，在进行动觉的相关研究时，都只是关注动觉的

实践应用，完全忽视了对动觉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勿

庸置疑，这种没有理论基础支持的应用研究取向必然

会阻碍动觉的研究深度。 

2)由于对动觉内涵了解的不足，导致未能对动觉

与运动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目前研究仅就

两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表浅的外在探讨，而对其深层

的内在影响则无人问津。 

3)较少把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也未能根

据运动项目的特点结合动觉进行研究。体育运动中的

大多数动觉研究，主要以体育专业大学生为被试者，

少数研究以大学校队运动员为被试者，目前还未见到

以高水平的专业队运动员作为被试者；此外，当前的

研究也较少根据运动项目特点并结合动觉进行深入的

探讨，这种完全脱离专项特点的研究，必然会影响其

生态学效度及在运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4)被试者水平的不同及测量手段的各异性，使得

各个动觉研究结果之间难以进行比较。由于不同研究

所选择的被试者运动水平各不一样，研究内容的不同

又导致测量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很难对不同研究

中的结果进行统一的比较与评价。 

3.2  体育运动中的动觉研究的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对体育运动中动觉研究不足的分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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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研究体育运动中的动觉：第一，

应对动觉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因为，当对动觉

的内涵、特征等基本理论未达到一定认识深度时，仅

对其进行简单的实证研究，犹如雾里看花，对研究的

结果难以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二，应注重对高水平运

动员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设计应尽量以不同项目的高

水平运动员作为被试对象并结合专项特点，对其动觉

感受性进行研究。第三，应充分重视对动觉的全面研

究。既要重视对方位准确性进行探讨，也要重视对力

的感受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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