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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 dynamics, this paper takes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tributes self-made questionnaires to 546 students,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three sub-blocks of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themselves,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tudents' physical exercise, draw corresponding causal feedback maps, and 

propose solutions to specific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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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为理论指导，以江苏三所高校（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泰

州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面向546名学生发放自编的调查问卷，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从高校、社会以及学生自身三个子块分析学生体育

锻炼中存在的问题，绘制相应的因果反馈图，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 

1．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都得到了较

大提升，基于运动是良医视域下的高校健康教育对改善大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

体育锻炼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人自觉加入到以增强体魄、促进健康的体育

活动中来。而高校广大青年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为以后走向社会、走向工作

岗位打好必要基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青春理想，承担起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这一历史使命。基于此，关于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的话题备受关注。但是当前针对这一

问题的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都是采用常规的定性方法，借助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研究

少之甚少，因此存在一定不足。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一种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的研究思路，将

江苏省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看成一个系统，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高校层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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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系统层面三方面展开研究，同时通过面向学生发放自编调查问卷收集数据，旨在探讨

学生体育锻炼的现状、锻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 

2．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指标测量 在梁德清等人修订《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2]量表基础之上，

自编《关于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的情况调查问卷》，学生自身层面选取性别、年级、是否患病、

学习压力、自身重视程度、锻炼意愿、锻炼频率、睡眠质量、饮食频率等九个指标了解学生

关于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高校层面选取学校重视程度、资金投入、相关兴趣社团数量、体

育场地、体育设施、课程设置、教师指导等七个指标了解学生对所在高校体育方面的态度看

法，社会层面选取社会重视程度、社会人才评定标准完善程度、宣传力度等三个指标了解学

生对社会体育方面的态度看法。以相关课题组的名义，通过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泰州

学院三所学校的学工部门及团委定向发放问卷，完成回收。问卷具有较高信度（0.779），可

以展开后续分析。 

3．研究结果 

以高校学生体育锻炼问题为主线，在该系统各个指标取值不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之下，将

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系统划分为学生自身块、高校块、社会块，每一个系统块又包含相应的子

块。学生自身块包括是否患病、学习压力、自身重视程度、锻炼意愿、锻炼频率、睡眠质量、

饮食频率等指标；高校块包括学校重视程度、资金投入、相关兴趣社团数量、体育场地、体

育设施、课程设置、教师指导等指标；社会块包括社会重视程度、社会人才评定标准完善程

度、宣传力度等指标。这些块与块之间的动态联系构成了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系统，接下来本

文将利用SD模型各个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对高校学生锻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 

3.1 系统因果反馈回路 

整个高校学生锻炼系统中存在多个反馈回路，能够很好反应该系统中各个指标之间的关

系，以下是整个系统中所有的正反馈回路： 

（1）高校重视程度 ⎯→⎯
+

资金投入 ⎯→⎯
+

体育场地 ⎯→⎯
+

学生锻炼人数 ⎯→⎯
+

学校整体锻炼情况

⎯→⎯
+

身体素质 

（2）高校重视程度 ⎯→⎯
+

资金投入 ⎯→⎯
+

体育设施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炼频率 ⎯→⎯
+

身体素

质 

（3）高校重视程度 ⎯→⎯
+

课程设置 ⎯→⎯
+

锻炼科学性 ⎯→⎯
+

身体素质 

（4）高校重视程度 ⎯→⎯
+

科学研究 ⎯→⎯
+

教师指导 ⎯→⎯
+

锻炼科学性 ⎯→⎯
+

身体素质 

（5）高校重视程度 ⎯→⎯
+

兴趣社团数量 ⎯→⎯
+

活动数量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炼频率 ⎯→⎯
+

身

体素质 

（6）学生自身重视程度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炼频率 ⎯→⎯
+

身体素质 

（7）社会重视程度 ⎯→⎯
+

社会人才评定标准完善程度 ⎯→⎯
+

用人素质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

炼频率 ⎯→⎯
+

身体素质 

（8）社会重视程度 ⎯→⎯
+

社会人才评定标准完善程度 ⎯→⎯
+

用人素质 ⎯→⎯
+

高校重视程度 

（9）社会重视程度 ⎯→⎯
+

宣传力度 ⎯→⎯
+

学生相关知识掌握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炼频率

⎯→⎯
+

身体素质以下 

以下是整个系统的负反馈回路： 

（1）学习压力 ⎯→⎯+ 学习时间 ⎯→⎯- 学生锻炼意愿 ⎯→⎯+ 锻炼频率 ⎯→⎯+ 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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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压力 ⎯→⎯- 锻炼重视程度 ⎯→⎯
+

学生锻炼意愿 ⎯→⎯
+

锻炼频率 ⎯→⎯
+

身体素质 

（3）学习压力 ⎯→⎯
-
睡眠质量 ⎯→⎯

+
身体素质 

（4）学习压力 ⎯→⎯- 睡眠质量 ⎯→⎯+ 学生锻炼意愿 ⎯→⎯+ 锻炼频率 ⎯→⎯+ 身体素质 

（5）学习压力 ⎯→⎯+ 学习时间 ⎯→⎯- 生活规律 ⎯→⎯+ 锻炼频率 ⎯→⎯+ 身体素质 

（6）患病情况 ⎯→⎯- 学生锻炼意愿 ⎯→⎯+ 锻炼频率 ⎯→⎯
+

身体素质 

（7）患病情况 ⎯→⎯
-
饮食状况 ⎯→⎯

+
身体素质 

3.2 系统因果反馈回路分析 

根据以上的因果反馈回路，采用vensim-ple软件绘制因果反馈关系图，具体如下（图1）

所示。体育锻炼行为是指人们在内因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闲暇时

间、采用体育手段和方法，为谋求身心健康或达到其他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身体活动[3]。通过

因果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高校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身体素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高校、

社会和自身层面。就学生而言，自身重视程度、锻炼意愿等都对身体素质有正向的反馈作用，

但是学习压力过大、自身有患病等因素则对其投入锻炼有一定负面的影响。学习压力过大，

将导致学习时间变长，睡眠质量变差，生活规律下降，从而导致学生降低锻炼意愿。学生如

果患有慢性疾病，其饮食状况和锻炼意愿均会下降。就高校而言，只有重视程度提升，才会

加大相应的资金投入用以开放锻炼场地、增加体育锻炼设施、增加体育类兴趣社团的数量，

而外部环境的影响会促进学生锻炼意识的增强，从而有更主动的锻炼意愿，增加锻炼的频次，

有助于身体素质的提高。 

 

图1 高校体育锻炼系统因果回路图 

4．结论与对策 

4.1 江苏高校学生体育锻炼中存在的可能问题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简称SD）是一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

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是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中一个分支，

也是一门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横向学科[4]。该学科强调的是系统与整体的观点，

事物之间联系、发展和运动的情况。结合系统动力学知识，联系上文的因果反馈图以及调查

结果，认为目前江苏高校中学生体育锻炼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4.2.1 学生自身的锻炼意识没有很好地转化为锻炼行为  目前社会的竞争、学校的要求给学生

造成了一定的学习压力。学生为满足社会、学校以及家庭的期待，会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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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学习中去，进而占用本该属于体育锻炼的时间，导致其锻炼的频率下降，给学生的身体

素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4.2.2 高校对学生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不够  高校重科研、轻视体育锻炼的现象普遍存在，相

对在学生体育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其他物质保障有所下降，硬件设施方面可能面临体育场地和

体育设施的缺乏，同时这影响了高校教师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课程教学，其针对学生身体素

质相关的培养方案也不够完善。 

4.2.3 社会的用人评定标准不够完善  目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多的集中在专业技能、实践能

力上，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视有所欠缺。用人机制的不完善，对体育锻炼的宣传程度不够，

间接影响了高校以及学生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造成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忽视与体育锻炼

频次的下降。 

4.2 对策建议 

4.2.1 打造社会—高校学生体育锻炼联动机制。从社会层面出发，针对江苏省学生的体质特点

及健康状况，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用人评定标准，加强对高校学生

体育锻炼政策上的引导，同时提高对全民健康相关的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整个社会对学生

锻炼的重视度。高校要落实到具体行动，加大对体育锻炼相关研究、课程的扶持力度，增加

相应的资金投入，通过扩建学生锻炼场地、增加体育场馆的使用时间、购买体育运动设施、

降低学生使用体育场馆的费用等系列措施，引导学生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体育锻炼中来，

进而从外部环境上对学生体育锻炼造成正面积极的反馈作用，吸引更多的学生采取科学的锻

炼方式方法，持续性地、较高频次地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 

4.2.2 建立学生体质健康跟踪档案 高校应当结合每年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以及体检情况，建

立学生体质健康跟踪档案。档案可以每年进行一次更新，从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各个指标值、

学习压力、健康状况、饮食状况、睡眠质量、锻炼频率等多方面出发，全面评价学生的健康

状况，通过档案实时跟踪学生的健康状况，让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机能和锻炼情况有一个客观

的认识基于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实际的体育锻炼方案，为学生给出科学合理的体育

运动建议，增加其相关知识的储备，为学生更好参加体育锻炼奠定良好基础。 

4.2.3 督促学生完成锻炼意愿到锻炼行为的转化  高校可通过学分、奖惩机制等手段，促进学

生锻炼动机的进一步增强，将强烈的锻炼意愿转化为实施行动。比如，当学生参与锻炼的频

次提高，可以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将积分与其实践学分相挂钩，通过折算为其给到一定的

实践学分。再就是依托学校相关兴趣社团、学生组织的力量，营造体育锻炼良好的校园氛围，

通过校园文化氛围带动更多的学生投入到锻炼中来，从而贯彻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把高校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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