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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students of taizhou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physique test data of 305 students (166 male students and 139 female students),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combin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physical health status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m, and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hysical health. Combining th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clarifying the status quo of students' physique health management, 

affirming the necessity of physique health manage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posing the 

whole process from investigation and testing,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guidance and intervention, 

feedback and suggest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hysiqu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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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泰州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305名学生（166名男生，139名女生）

体质测试数据，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现阶段学生的体质健康现状。同时

向其发放调查问卷，采用线性回归的方式分析影响其体质健康的主要因素。结合调查与江苏

省实际情况，明确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现状，肯定高校学生进行体质健康管理的必要性，提

出从调查与测试、评价与分析、指导与干预、反馈与建议四个方面构建全流程体质管理体系

的建议。 

1．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大学要

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让大学体育回归体育之本质,重塑大学体育之魂[1]。对于高校来说，要为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要密切关注学生的体质健康，在掌握学生健康信息的基础之上，

从教学、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做好学生的健康管理工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高。影

响体质健康的因素是多元的，进行体质健康管理需要高校和学生密切配合。本文从江苏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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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其体质健康特点以及影响体质

健康的因素，旨在为有针对性的进行健康管理提供思路与对策。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泰州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在四个年级抽取305名学生作为被试。

其中男生166名，女生139名。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测量 测试人员为学校体育专职教师，所有工作均经过相应培训。测试场所为学校

专门的操场以及体育训练馆，测试仪器均采用教育部、体育总局指定的中体同方体质测试仪。

测试项目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2.2 问卷调查 设计“大学生校园生活与体育健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向参与被试的305位同

学发放，问卷经有关专家评价、修改。对锻炼情况、睡眠情况、是否吃早餐、对体育锻炼的

态度、查看电子设备的时间等5个因子的影响作用评价采用得分赋值的方法。问卷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评价信度，其结果为0.853，具有良好的信度，可以展开定量分析。 

2.2.3 定量分析 以BMI体质量指数派生指标为因变量，选取年级、性别、锻炼情况、睡眠情

况、是否吃早餐、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查看电子设备的时间等七个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

型，采用回归分析评价各个因子对BMI体质量指数的影响状况。运用统计学软件R语言进行数

据处理。显著性差异水平设置为p<0.01。 

表1 各影响因子赋值情况 

指标 赋值情况 

性别 1=男，0=女 

年级 1=大一，2=大二，3=大三，4=大四 

锻炼时长(min/次） 1<=30,2=31~60,3=61~90,4>=91 

睡眠（时/天） 1<=6,2=6~7,3>=7 

是否吃早餐 1=是，0=否 

参加体育活动态度得分 1=非常愿意，2=很愿意，3=一般，4=不愿意，5=非常不愿意 

查看电子设备的时间（时/天） 1<=3,2=3~5,3>=5 

3．研究结果 

3.1 身高体重指数分析 

被试的166名男生中，平均BMI指数为22.20，体质量正常人数为122人，合格率73.50%。

体质量过轻的人数为12人，体重过轻比例为7.23%。体质量超重人数为33人，体重超重比例为

19.88%。被试的139名女生中，平均BMI指数为21.09。体质量正常的人数为98人，合格率

70.50%。体质量过轻的人数为25人，体重过轻比例为17.99%。体质量超重的人数为16人，体

重超重比例为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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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立定跳远情况分析 

男生合达标率74.70%。不合格人数42人，不合格率25.30%。女生合格人数为46人，合格

率33.09%。合格以上人数100人，达标率71.94%。不合格人数39人，不合格率28.06%。 

3.3 肺活量测试情况分析 

男生的平均肺活量是3995ml，其中合格人数为99人，合格率59.64%。合格以上人数154

人，达标率92.77%。不合格人数12人，不合格率7.23%。女生的平均肺活量是2976.11ml,其中

合格人数为70人，合格率50.36%。合格以上人数139人，达标率100%。不合格人数0人。 

3.4 50m跑情况分析 

男生中合格人数为123人，合格率74.10%。优秀人数为23人。不合格人数43人，不合格率

25.90%。女生中合格人数117人，合格率84.17%。不合格人数22人，不合格率15.83%。 

3.5 中长跑情况分析 

男生合格人数为78人，合格率为46.99%。女生的平均成绩为265.85s，其中合格人数82人，

合格率58.99%。测试结果显示，男女生普遍表现很差，合格率较低，这一点应当引起重视，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侧重对男女生耐力训练，尤其通过设置多样化的课程引导学生多跑步，

从而增强中长跑的素质与能力。 

3.6 坐位体前屈测试情况分析 

男生的测试平均成绩为12.43cm，其中合格人数144人，合格率86.75%。女生的测试平均

成绩为为15.12cm，其中合格人数121人，合格率87.05%。 

3.7 引体向上情况分析 

测试平均成绩合格人数94人，合格率56.63%。不合格人数72人，不合格率43.37%。可见

男生的上肢力量普遍偏弱，对于男生上肢力量的训练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3.8 仰卧起坐情况分析 

测试合格人数97人，合格率69.78%。不合格人数42人，不合格率30.22%。可见女生的仰

卧起坐及格率较低，有待加强训练。 

4．大学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探究 

为研究影响大学男女生体质健康的因素，以BMI体质量指数派生指标为因变量，选取年

级、性别、锻炼情况、睡眠情况、是否吃早餐、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查看电子设备的时间等

七个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明确具体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统计软件R进

行数据处理。得到是否吃早餐、参加体育活动态度得分对影响其体质量评分有显著作用。计

算得出的p值为0.0001191，小于0.01，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可见饮食习惯以及自我态度对体

质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对创新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表2 大学男女生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 

  标准误 t值 P值 

系数 26.96318 1.11903 24.095  < 2e-16 *** 

性别 0.35332 0.37843 0.934 0.351 

年级 -0.26879 0.16777 -1.602 0.11 

锻炼时长 0.01922 0.25736 0.075 0.941 

睡眠 0.09673 0.22776 0.425 0.671 

是否吃早餐 -0.85137 0.38796 -2.194  0.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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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体育活动态度得分 -0.6966 0.17261 -4.036  6.93e-05 *** 

查看电子设备的时间 -0.36552 0.23449 -1.559 0.12 

5．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思路研究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与高校实施方案相结合,能够形成显著的"倒逼机

制",使学生对体质测试重视程度得到提高,学生的平均体质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改善[2]。面临着

社会巨变引发的"大学生普遍运动不足、体质健康持续下滑"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归根结底反映

在所面对的高校体育复杂矛盾上,反映在所要解决的高校体育实际问题上[3]。本文结合文献研

究与指标测试、问卷调查结果，提出打造全流程体质健康管理体系的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

思路。旨在利用学校现有资源与设施，从调查与测试、评价与分析、指导与干预、反馈与建

议四个方面构建全流程体质管理体系。四个环节相互依赖，互相反馈。 

5.1 调查与测试  

主要通过体质测试与健康状况调查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管理个人档案。可以结合学校常规

体检与体育测试对学生的体质健康展开全面调查。收集每生每学期的体质测试成绩，同时与

校医院合作对学生进行视力状况、心肺听诊、关节活动、血常规等体质检查，联合学工部门

定期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饮食、睡眠、锻炼等方面的动态情况。 

5.2 评价与分析   

结合学生近期个人体质健康管理档案，从宏观上掌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从而制定相应

的措施方法。学校及时分析其体质健康变化情况，明确影响其体质健康的主要因素，判断其

平时生活习惯中存在的问题。 

5.3 指导与干预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逐步引导学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作息规律[4]。结合学生生活习

惯中存在的问题、运动锻炼方面的缺陷以及体检状况，从各个方面出发做好体质健康管理干

预。如改进体育教学课程的设置、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与运动方法。引导学生用科

学的态度看待体育运动。 

5.4 反馈与建议   

学生实时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与体育运动状况，不断做出积极反馈，根据学校给出的指

导与干预方案调整自己的体育活动情况与生活习惯，接受科学的体质健康管理服务，向学校

提出反馈与建议，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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