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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体功能———客观衡量（＃１５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０１）

　平衡测试　

１并排站立

［　］１分：维持１０狊　　　　　　　［　］０分：不能保持１０狊

［　］０分：没有尝试

如果为０分，结束平衡测试

２．如果参与者不能尝试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出原因：

１［　］尝试，但未能 ２［　］参与者不能无帮助地保持这个位置

３［　］没有尝试，你觉得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感到不安全

５［　］参与者无法理解指示 ６［　］其他（请注）

７［　］参与者拒绝

３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４．半前后站立

［　］１分：持续１０狊 ［　］０分：不能持续１０狊

［　］０分：没有尝试

如果为０分，结束平衡测试

５如果参与者不能尝试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出原因：

１［　］尝试，但未能 ２［　］参与者不能无帮助地保持这个位置

３［　］没有尝试，你觉得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感到不安全

５［　］参与者无法理解指示 ６［　］其他（请注）

７［　］参与者拒绝

６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７．前后站立

［　］１分：持续１０狊 ［　］０分：不能持续１０狊

［　］０分：没有尝试

如果为０分，结束平衡测试

８如果参与者不能尝试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出原因：

１［　］尝试，但未能 ２［　］参与者不能无帮助地保持这个位置

３［　］没有尝试，你觉得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感到不安全

５［　］参与者无法理解指示 ６［　］其他（请注）

７［　］参与者拒绝

９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１０．总平衡测试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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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评论：

　

　

　

　

　

　步行速度测试　

１２步行速度测试评分：

步行测试跑道长度： ［　］４犿 ［　］３犿

第一次步行速度测试时间（狊）

１３步行３或４米所用时间 ． 狊

１４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明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步行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

１５第一次步行时有无其他帮助 ［　］无　　　［　］手杖　　　［　］其他

１６评论：

　

　

　

第二次步行速度测试时间 （狊）

１７步行３犿或４犿所用时间 ． 狊

１８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圈出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步行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

１９第二次步行时有无其他帮助 ［　］无［　］手杖［　］其他

２０评论：

　

　

　



!C#$ QîV3o¿Q«Ø ·３１９　　 ·

这两次步行最快的时间是多少？

２１记录最短的时间 ． 狊

２２如果只进行了一次步行，请记录该次所用的时间 ．

狊

２３如果参与者不能进行步行：［　］０分

２４４犿步行：

［　］１分：时间长于８．７０狊 ［　］２分：时间在６．２１～８．７０狊

［　］３分：时间在４．８２～６．２０狊 ［　］４分 ：时间短于４．８２狊

２５．３犿步行：

［　］１分：时间长于６．５２狊 ［　］２分：时间在４．６６～６．５２狊

［　］３分：时间在３．６２～４．６５狊 ［　］４分：时间短于３．６２狊

　单椅站立测试　

２６无帮助下能安全站立 ［　］是　　［　］否

结果：

２７参与者不使用双手也能站立 ［　］是　　［　］否→跳至“重复椅子站立测试”

２８参与者使用手臂站立 ［　］是　　［　］否→结束测试；计分为０分

２９测试没有完成 ［　］是　　［　］否→结束测试；计分为０分

３０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明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站立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参与

　重复椅子站立测试　

３１能安全站起来５次 ［　］是　　［　］否

３２如果成功完成５次站立，请记录时间

完成五次站立所需的时间 ． 狊

３３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圈出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站立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参与

３４．重复椅子站立测试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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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分：参与者不能完成５次站立或完成所需时间＞６０狊

［　］１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６．７０狊或以上

［　］２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３．７０～１６．６９狊

［　］３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１．２０～１３．６９狊

［　］４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１．１９狊或以下

体力活动和身体素质———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指标编号 １５０５００

名　　称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定　　义 用于衡量中老年人下肢功能的一种客观性工具

目　　的 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性测试来评估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也被用来预测死亡率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方案编号 １５０５０１

测量方案说明

一个简短的一系列测试用来评估一个人的平衡、步态、力量和耐力。技术员提供指

导和演示如何进行每一个测试。测试包括重复性站、平衡测试、有规定的行走。在

每项测试中，技术员用秒表计时并将结果输入到顺序量表中

填表特殊指导
简短的身体素质测试组（犛犘犘犅）的一个视频和具体方案可在全国老龄问题研究所

（犖犐犃）的网站查到

测量记录表格

研究编号　　　　　　　　　　　　　　　　　　　日期 测试员姓名缩

写：

简短的身体素质测试组方案和评分表

所有的测试应该按照相同的顺序进行，如方案所述。给参与者的注意事项用粗斜

体表示，也应该如脚本中写的那样详细写出

１．平衡测试

参与者必须在无拐杖或轮椅的帮助下独立进行站立动作。测试人员在参与者的站

立过程中给予一定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开始评估。请你尝试向不同方向移动你的身体。我先描述和展示每一

个动作，然后请你试着去做。如果你不能做某运动，或者你觉得某个运动不安全

时，请告诉我，我们会直接进入下一动作。需要强调的是，我不希望你去尝试做你

觉得可能不安全的任何运动

在我们开始前，你有问题吗？

犃．并排站立

１．现在我将带你做第一个动作

２．（示范）我想你试着双脚并拢，并排站立大约１０狊钟

３．你可以通过手臂、弯曲你膝盖或移动身体以保持平衡，但不要移动双脚。努力保

持这个姿势直到我告诉你停下来

４．站立在参与者旁边帮助他／她并排站立

５．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支撑参与者的胳膊防止失去平衡

６．当参与者双脚并拢时，询问：“你准备好了吗？”

７。然后开始计时，你说，“准备好了，开始吧。”

８．停止秒表，然后在１０狊钟后或当参与者改变位置或抓住你的手臂时说：“停止。”

９．如果参与者保持这个姿势的时间在１０狊内，请记录结果并进入步态速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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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记录表格

犅．半前后站立

１．现在，我将向你展示第二种运动

２．（展示）现在我想要你试着前后脚站立大约１０狊。你可以把任何一只脚放前面，

只要你觉得更舒适

３．你可以用你的手臂，弯曲你的膝部，或者移动你的身体保持平衡，但不要移动你

的双脚。努力保持这个姿势直到我告诉你停下来

４．站立在参与者旁边，帮助参与者完成半前后站立

５．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支撑参与者的胳膊防止失去平衡

６．当参与者他／她双脚并拢时，问：“你准备好了吗？”

７．然后开始计时，你说，“准备好了，开始吧。”

８．停止秒表，然后在１０狊钟后说：“停止”或当参与者走出位置或抓住你的手

臂时

９．如果参与者无法保持这个姿势在１０狊内，记录结果，进入步态速度测试

犆．一前一后站立

１．现在，我将向你展示第二运动。

２．（展示）现在我想要你试着前后脚站立，并将一脚接触到另一只脚的脚趾进行站

立，时间大约１０狊。你可以把任何一只脚放前面，只要你觉得更舒适

３．你可以用你的手臂给予必要的协助，弯曲你的膝部或者移动你的身体来保持平

衡，但不要移动你的双脚。努力保持这个姿势直到我告诉你停下来

４．站立在参与者旁边帮助他／她并排站立

５．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支撑参与者的胳膊防止失去平衡

６．当参与者他／她双脚并拢时，问：“你准备好了吗？”

７．然后开始计时，你说，“准备好了，开始吧。”

８．停止秒表，然后在１０狊钟后说：“停止”或当参与者走出位置或抓住你的手臂时

说：“停止。”

评分：

犃．并排站立

［　］１分：维持１０狊
［　］０点：不能保持１０狊
［　］０点：没有尝试

如果为０分，结束平衡测试

如果参与者不能尝试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

出原因：

１［　］尝试，但未能

２［　］参与者不能无帮助地保持这个位置

３［　］没有尝试，你觉得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感到不安全

５［　］参与者无法理解指示

６［　］其他（请注）

７［　］参与者拒绝

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犅．半前后站立

［　］１分：持续１０狊
［　］０分：不能持续１０狊
［　］０分：没有尝试（圈出上述原因）

如果为０分，结束平衡测试

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犆．前后站立

［　］２分：持续１０狊
［　］１分：不能持续３～９．９９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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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记录表格

［　］０分：持续少于３狊
［　］０分：没有尝试（圈出上述原因）

如果不到１０狊记录秒数 ． 狊：

犇．总平衡测试得分 （总分）

评论：

　

　

　

　

２．步行速度测试

现在我将要观察你通常如何走路。如果你使用手杖或其他步行辅助工具，你觉得

你需要它来走很短的一段距离，那么你可以用它

犃：第一次步行速度测试

１．这是我们的行走路线。我想要你就像平常走在去商店的街上一样的速度走到跑

道的另一端

２．给参与者示范步行

３．在你停下来前，可以走任何一条路穿过卷尺的另一端，我会和你一起走，你认为

这是安全的吗？

４．参与者双脚站立在起跑线上。

５． 当要开始时，我会说：“准备，开始”，当参与者听到这个指令时说：“准备，开始。”

６．当参与者开始步行时按启动／停止按钮启动计时表

７．走在参与者身后边

８．当参与者的任一只脚完全通过终点时，停止计时

犅．第二次步行速度测试

１． 现在我想让你重复刚才的行走。记住用你平常的速度步行，可以走任何一条路

穿过跑道的另一端

２．参与者双脚站立在起跑线上

３． 当要开始时，我会说：“准备，开始”，当参与者听到这个指令时说：“准备，开始。”

４．当参与者开始步行时按启动／停止按钮启动计时表

５．走在参与者身后边

６．当参与者的任一只脚完全通过终点时，停止计时

步行速度测试评分：

步行测试跑道长度： ［　］４犿　［　］３犿

犃．第一次步行速度测试时间（狊）

１．步行３或４犿所用时间 ． 狊

２．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明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步行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

完成计分表，并进行椅子站立测试

３．第一次步行时有无其他帮助［　］无　［　］手杖　［　］其他



!C#$ QîV3o¿Q«Ø ·３２３　　 ·

续　表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记录表格

评论：

　

　

　

　

犅．第二次步行速度测试时间（狊）

１．步行３米或４米所用时间 ． 狊

２．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圈出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步行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

３．第二次步行时有无其他帮助［　］无　［　］手杖　［　］其他

这两次步行最快的时间是多少？

记录最短的时间 ． 狊

如果只进行了一次步行，请记录该次所用的时间 ．

狊

如果参与者不能进行步行： ［　］０分

４犿步行：

［　］１分：时间长于８．７０狊
［　］２分：时间在６．２１～８．７０狊
［　］３分：时间在４．８２～６．２０狊
［　］４分 ：时间短于４．８２狊

３犿步行：

［　］１分：时间长于６．５２狊
［　］２分：时间在４．６６～６．５２狊
［　］３分：时间在３．６２～４．６５狊
［　］４分：时间短于３．６２狊

３．椅子站立测试

单椅站立

１．让我们做最后一项运动试验。你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不使用双手，你认为这样做

安全吗

２．接下来的测试是测量腿部的力量

３．（示范并解释步骤）首先，把你的手臂交叉在胸前坐着，双脚平放在地面上；然后

站起来，你的手臂仍交叉在胸前

４．请站起身来，双手仍然交叉于胸前（记录结果）

５．如果参与者不使用双手不能站起来，说“好，试着在双手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运

动。”测试结束，记录结果并跳至评分页

重复椅子站立测试

１．你要从椅子上站起来５次，不使用双手，你认为这样做安全吗

２．（示范并解释步骤）请尽快地站直５次，中间不能有停顿。每一次站起来后，坐

下，然后再站起来。保持你的双手紧抱在胸前交叉。我将要用秒表来计时

３．当参与者准确地坐好后，说：“准备好了吗？站起来。”并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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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记录表格

４．参与者每一次站起来时大声数数，直至５次

５．如果参与者在重复椅子站立时很累或者呼吸急促请停止测试

６．当他／她第五次完全笔直站起来时停止计时

７．在以下情况下也应停止计时：

● 参与者在他／她的手臂的支持下完成站立动作

● 参与者在坐下１犿犻狀后仍未完全站起来

８．根据您的判断，参与者是否安全，确定询问“你能继续吗？”

９．如果参与者回答“能”，继续计时。如果参与者回答“不能”，停止计时并重设秒表

评分：

单椅站立测试

犃．无帮助下能安全站立

［　］是

［　］否

犅．结果：

参与者不使用双手也能站立

［　］是

［　］否→ 跳至“重复椅子站立测试”

参与者使用手臂站立

［　］是

［　］否→ 结束测试；计分为０分

测试没有完成

［　］是

［　］否→结束测试；计分为０分

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标明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站立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参与

重复椅子站立测试

犃．能安全站起来５次

［　］是

［　］否

犅．如果成功完成５次站立，请记录时间

完成５次站立所需的时间 ． 狊

如果参与者没有尝试此测试或测试失败，请圈出原因：

１［　］尝试过但不能进行

２［　］参与者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不能站立

３［　］没有尝试，你感觉不安全

４［　］没有尝试，参与者觉得不安全

５［　］参与者不能理解指令

６［　］其他（请详细说明）

７［　］参与者拒绝参与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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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身体功能———客观衡量

测量记录表格

重复椅子站立测试评分

［　］０分：参与者不能完成５次站立或完成所需时间＞６０狊
［　］１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６．７０狊或以上

［　］２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３．７０～１６．６９狊
［　］３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１．２０～１３．６９狊
［　］４分：参与者所需时间在１１．１９狊或以下

完成以上短的机体功能测试的评分：

测试评分 分

步行速度测试评分 分

椅子站立测试评分 分

总评分 分

测试总分 分（上述测试的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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