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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和身体素质间的关联性ꎬ为高校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提供参考ꎮ 方法
对天津市４９ 所大学(大专)１ ８３４ 名大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ꎮ 选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探讨不同类别大学生 ＢＭＩ 和身体

素质间的关联ꎮ 结果　 男、女生超重和肥胖总体发生率分别为 ３.７７％和 ０.７７％ꎬ体重偏低发生率分别为 ８.０７％和１２.２１％ꎮ
男、女生身体素质总分和总体 ＢＭＩ 值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７ꎬ－０.１７(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ＢＭＩ 正常组男生的身体素

质总分和 ＢＭＩ 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ＢＭＩ 超重组和肥胖组中男生的身体素质总分和 ＢＭＩ 呈现负相关ꎮ ＢＭＩ 偏轻

组、正常组及超重组的女生中ꎬ身体素质总分和 ＢＭＩ 间的偏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肥胖组女生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呈负

相关ꎮ 男、女生超重组和肥胖组 ＢＭＩ 与 １ ０００ ｍ / ８００ ｍ 成绩呈正相关ꎬ体重偏轻组与立定跳远成绩呈负相关ꎻ男生超重组

与引体向上成绩、女生超重组及肥胖组与仰卧起坐成绩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超重和肥胖对耐力和肌肉耐力成

绩的负影响明显ꎬ体重偏轻对下肢爆发力的正影响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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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体质健康促进ꎮ
【通讯作者】 　 张晓丹ꎬＥ￣ｍａｉｌ: ｚｘｄ３３１＠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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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 又称体重指
数ꎬ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和评价营养状
况的指标之一[１－３] ꎮ 由于简单与实用的特性ꎬＢＭＩ 成
为肥胖筛查的首选指标[４] ꎮ 身体素质指标反映了人
体的承受能力ꎬ与健康关系密切ꎮ Ｈｕａｎｇ 等[５] 对台湾
９ ~ １８ 岁青少年进行的研究表明ꎬＢＭＩ 和各项身体素
质指标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５] ꎮ 本研究从大学生样
本中采集评价指标数据[６] ꎬ分析 ＢＭＩ 分布特征ꎬ探讨
ＢＭＩ 与身体素质总分、各项评价指标间的相关关系ꎬ并

根据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 ２００２ 年公布的中
国成人体质指数分类的推荐意见[７] ꎬ依照 ＢＭＩ 大小将
大学生划分为体重偏低、正常、超重和肥胖 ４ 个类别ꎬ
分析不同类别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指数的相关性ꎬ为提高
大学生体质健康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天津市 ４９ 所大学(大专)中随机分层抽
取大一、二年级学生ꎬ抽取 ３０％的市(地、州)ꎬ每个市
(地、州)抽取 ３０％的县(市、区)的高等学校ꎮ 抽样原
则为每所学校各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每个班级随机抽
取学生 ２０ 名ꎬ男、女各半ꎻ如某班男生或女生不足 １０
名ꎬ先确保该性别人数全部抽完ꎬ不足人数由同班级
另一性别补充至 ２０ 名ꎮ 共抽取学生１ ９６０ 名ꎮ因测试
过程中天气、学生身体原因ꎬ部分学生没有完成全部

０９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测试项目ꎮ 最后有效人数为 １ ８３４ 名ꎬ其中男生 ９２７
名ꎬ女生 ９０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８] ꎬ根据 ２０１４ 年国家学生
体质测试所确定的测试指标和方法[６] ꎬ由专人测定
男、女大学生的身高、体重及身体素质ꎬ测试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２ 月ꎮ 根据 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ｍ２ )计
算 ＢＭＩ 值ꎮ 男、女身体素质各包括 ５ 项指标ꎬ参照«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学生的身体素质总分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以及国际
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展开的“中国人肥胖与疾病
危险研讨会( ＷＧＯＣ)”讨论ꎬ大学生 ＢＭＩ 的标准界定
如下:男生ꎬＢＭＩ≤１７.８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偏低ꎬ１７.８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３. ９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正常ꎬ２３. ９ ｋｇ / ｍ２ < ＢＭＩ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为超重ꎬ ＢＭＩ > ２７. ９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ꎻ女生ꎬ
ＢＭＩ≤１７.１ ｋｇ / ｍ２ 为体重偏低ꎬ１７.１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３.９
ｋｇ / ｍ２为体重正常ꎬ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７.９ ｋｇ / ｍ２为超
重ꎬＢＭＩ>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６]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ꎬ主要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９] 检验分析男、女生
ＢＭＩ 值是否服从正态分布ꎻ计算 ＢＭＩ 和各项身体素质
指标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 ＢＭＩ 分布 　 男大学生 ＢＭＩ 为 １４. ７８ ~
４１.６０ ｋｇ / ｍ２ꎬ平均值为 ２１.８０ ｋｇ / ｍ２ꎬ中位数为 ２１.４２
ｋｇ / ｍ２ꎬ偏度系数为 １. ７０ꎬ峰度系数为 ５. ８３ꎮ 经 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ꎬ不服从正态分布ꎮ 女大学生
ＢＭＩ 为 １６. ３２ ~ ３３. ０６ ｋｇ / ｍ２ꎬ平均值、中位数分别为
２０.８７ꎬ２０.６０ ｋｇ / ｍ２ꎬ偏度系数为 ０.９８ꎮ 经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 正态性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ꎮ 且男、女生体重
偏轻、正常、超重、肥胖的分别为 ７３ꎬ７０６ꎬ１１３ꎬ３５ 和
１１１ꎬ７３９ꎬ５２ꎬ７ 人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 ６３ꎬＰ ＝
０.８９)ꎮ
２.２　 大学生 ＢＭＩ 与身体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男大学
生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为
－０.２７(Ｐ<０.０１)ꎬ而女大学生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为－０.１７(Ｐ<０.０１)ꎮ 不同 ＢＭＩ
组男大学生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
系数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ꎬ体重偏轻组 ＢＭＩ 和身体素
质总分呈正相关( ｒ ＝ ０.４５９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 ＢＭＩ 组女
大学生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从
偏轻组到超重组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
肥胖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８５５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体重状况大学生身体素质指标及其相关性(ｘ±ｓ)

性别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５０ ｍ 跑 / ｓ
１ ０００ ｍ 或

８００ ｍ 跑 / ｍｉｎ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立定跳远 / ｍ

引体向上或

仰卧起坐
总分

男　 体重偏低 ７３ ７.７９±０.８５ ３.９２±０.５５ １１.８５±６.３０ ２.１１±０.２３∗∗ ７.２９±４.２０ ３９.５±７.６
体重正常 ７０６ ７.６３±０.９３ ３.７３±０.５２ １３.１８±６.５９ ２.１５±０.２５ ６.４０±４.３１ ４３.３±８.０
超重 １１３ ７.６７±０.７５ ４.０９±０.７４∗ １２.１１±６.９３ ２.０８±０.２３ ４.３７±３.７５∗∗ ３８.３±８.３
肥胖 ３５ ８.０２±０.６７ ４.６９±０.７０∗∗ １０.１３±６.４１ １.９６±０.２０ ２.１９±２.３５ ３１.８±８.６

ｒ 值 ０.０３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８∗∗ －０.２５０∗∗

女　 体重偏低 １０９ ９.５７±１.０３ ３.８７±０.６５ １４.１３±５.８２ １.７０±０.２０∗ ２４.６７±９.５２ ４１.４±７.６
体重正常 ７３９ ９.８８±４.２８ ３.８４±０.５４ １３.３５±５.９９ １.７０±０.１９ ２５.９３±９.９９ ４２.５±８.３
超重 ５２ ９.９２±１.４８ ４.４２±０.５６∗∗ １２.６９±６.３８ １.６３±０.２０ ２２.４６±１０.０２∗ ３９.３±８.５
肥胖 ７ １０.３８±０.５３ ４.５７±０.８８∗∗ １０.２０±４.７１ １.４０±０.２２ ２２.５７±６.２９∗ ３１.６±９.３

ｒ 值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０∗∗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从表 １ 可看出ꎬ男、女大学生的 ５０ ｍ 跑时间与总

体 ＢＭＩ 的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与不

同类别 ＢＭＩ 的相关也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大学生 ＢＭＩ 与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和女生 ８００ ｍ 成绩呈正相

关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２９ 和 ０.１３(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尤其在男、女生超重组和肥胖组ꎬＢＭＩ 值越大ꎬ
学生移动速度降低ꎬ耐力素质水平也下降ꎮ 男、女生

坐位体前屈成绩有随 ＢＭＩ 升高而下降的趋势ꎬ但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男、女生立定跳远成绩与

ＢＭＩ 值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生引体向上成

绩、女生仰卧起坐成绩均与 ＢＭＩ 值呈负相关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体质指数和大学生各项身体

素质指标的偏相关关系ꎮ 总体来看ꎬ男、女大学生 ＢＭＩ
频数分布与同类研究基本一致[１０－１２] ꎮ 杨梦利等[１３] 曾

做过类似研究ꎬ但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并不完全一致ꎮ
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主要运用的统计方法是偏相关

分析而非相关分析所致ꎮ 研究显示ꎬ并非所有身体素

质与 ＢＭＩ 值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ꎬ总体而言ꎬ身
体素质总分和大学生的 ＢＭＩ 值呈负相关ꎬ即随着 ＢＭＩ
值的升高ꎬ学生的身体素质总分呈现下降趋势ꎮ

不同性别学生的身体素质总分和 ＢＭＩ 的关系也

有所不同ꎮ 不同 ＢＭＩ 组男生中ꎬ偏轻组中男生多为瘦

长体型ꎬ此时 ＢＭＩ 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体重的上升ꎬ说
明在该组随着体重增加ꎬ学生身体素质增强ꎻ正常组

男生的身体素质总分和 ＢＭＩ 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ꎻ在
超重组和肥胖组中男生的综合素质得分和 ＢＭＩ 呈现

负相关ꎬ说明超重和肥胖造成了男生的身体素质下

降ꎮ 对于女生而言ꎬＢＭＩ 偏轻组、正常组及超重组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系数均无统计

学意义ꎬ但肥胖组 ＢＭＩ 和身体素质总分的偏相关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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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ꎮ 说明肥胖严重影响了女大学生的身体素

质ꎬ肥胖组女生控制及降低体重对提高身体素质至关

重要ꎮ
不同类别 ＢＭＩ 和各身体素质指标的相关性不完

全一致ꎬ可能与各身体素质的特点及研究对象本身的

体质健康状况等有关:(１)５０ ｍ 跑成绩与 ＢＭＩ 值间的

相关性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不同类别 ＢＭＩ 的

相关也无统计学意义ꎬ即便 ＢＭＩ 偏高造成的超重和肥

胖ꎬ对男、女短距离快速移动能力也无明显制约ꎬ与蔡

农等[１４]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ꎮ 可能与研究对象本身

的体质健康状况及身体素质有关ꎮ (２)耐力是衡量人

体质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的基本要素ꎬ也是从事运动

必不可少的素质[１５] ꎮ 本研究发现ꎬＢＭＩ 与女生耐力跑

成绩间呈正相关ꎬ与刘建强[１０] 研究的结果一致ꎮ (３)
男、女生坐位体前屈成绩与 ＢＭＩ 值间相关无统计学意

义ꎬ提示脂肪组织含量及分布对于以坐位体前屈反映

的下肢肌肉及韧带弹性及伸展性影响不大ꎮ (４)爆发

力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力量ꎬ不但取决于力

量ꎬ而且取决于力量和速度的结合ꎮ 腿部的爆发力以

腿部的力量为基础ꎮ 本研究显示ꎬ男、女生立定跳远

成绩与 ＢＭＩ 值均呈负相关ꎬ与蔡农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５)引体向上主要测试男生上肢肌肉耐力ꎬ仰
卧起坐主要测试女大学生腹部肌肉的耐力、身体协调

性和柔韧度[１６] ꎮ 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女生仰卧起坐成

绩均与其 ＢＭＩ 值呈负相关ꎬ说明超重和肥胖学生的肌

肉耐力和身体柔韧度受到了体重的限制ꎬ再次说明保

持正常体型对良好身体素质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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