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ＥＬＡ１８０５０３)ꎻ西藏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ＸＺ２０１８ＺＲＧ－８１)ꎮ
【作者简介】 　 郭慧芳(１９８２－　 )ꎬ女ꎬ河南叶县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学校体育与健康促进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０.０２４

西藏高校藏汉族学生体质健康现况比较

郭慧芳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ꎬ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要】 　 目的　 了解西藏高校藏、汉族学生体质健康现状ꎬ为西藏高校学生体质健康干预及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ꎬ从西藏 ７ 所高校体质测试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２０１８ 年 ５ ８１９ 名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

作为研究资料ꎮ 结果　 藏族男生身高、体重均值均低于汉族ꎬ体重正常率、低体重率高于汉族ꎬ超重率、肥胖率、立定跳远低

于汉族ꎬ坐位体前屈、引体向上高于汉族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ｔ 值分别为 － ３.３８ꎬ－ ７.０７ꎬ２０.９０ꎬ１０.０４ꎬ２１.８２ꎬ１２.８７ꎬ
－３.０５ꎬ３.９５ꎬ８.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藏族女生身高、低体重率均低于汉族ꎬ５０ ｍ 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耐力跑均差于汉族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ｔ 值分别为－５.１６ꎬ７.５９ꎬ９.３２ꎬ－１３.８１ꎬ－３.１４ꎬ７.６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西藏高校藏、汉男学生超

重、肥胖状况不容忽视ꎮ 应根据藏、汉大学生身体特征的差异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干预力度ꎬ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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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ꎬ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仍不容

乐观ꎬ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１－２] 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 [３] ꎮ 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 [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ꎬ强调“突出解决好青少年

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和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达到

２５％以上”等具体目标ꎮ 西藏高校大学生是和谐、美丽

西藏建设的主要接班人ꎬ西藏高校主要以藏族学生为

主ꎬ其次为汉族学生ꎮ 本研究以西藏高校藏、汉族大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原始数据为基础ꎬ分析其身体形

态、营养状况及各项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异ꎬ为西藏

高校学校体育教学和体质健康监控及健康促进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ꎬ选取 ２０１８ 年

西藏 ７ 所高校(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学

院、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警官高等专科、拉萨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西藏职业技术学院)ꎬ按年级分层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抽取ꎬ共抽取 ５ ８１９ 名学生ꎬ其中藏族大学生

３ １６６ 名ꎬ男生 １ ２２７ 名ꎬ女生 １ ９３９ 名ꎻ汉族大学生

６２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２ ６５３名ꎬ男生 １ ０８１ 名ꎻ女生 １ ５７２ 名ꎮ
１.２　 方法　 以西藏 ７ 所高校 ２０１８ 年体质健康测试原

始数据为基础ꎬ抽取指标包括男、女生身高、体重、
５０ ｍ、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耐力跑和男生引体向

上、女生仰卧起坐等数据ꎮ 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ｘꎬ ＢＭＩ)采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版)» [５] 进行计算和评价ꎬ即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

(ｍ２)ꎬ在 １７.９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男)、１７.２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女)为正常ꎬ≤１７.８ ｋｇ / ｍ２(男)、≤１７.１ ｋｇ / ｍ２(女) 为

低体重ꎬ２４.０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ꎬ≥２８.０ ｋｇ / ｍ２ 为肥

胖ꎮ 各测试数据的获取均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版)»进行ꎬ测试人员由专门的教

师及经过培训的学生组成ꎬ测试目的由各班主任在测

试前传达至每位学生ꎬ由学生签订知情同意书ꎬ本研

究通过了西藏民族大学伦理委员会的认定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使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处理ꎬ计算各测试组的(ｘ±ｓ)ꎬ对同性别、
同指标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百分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藏汉族大学生身体形态比较　 藏族男生体重为

(６２.７０±１０.３１)ｋｇ、汉族为(６６.０２±１２.０３) ｋｇꎻ藏族男生

身高均值为(１７１.００±７.０９) ｃｍꎬ汉族为(１７２.０２±７.３７)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７.０７ꎬ－３.３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藏、汉族女大学生身高分别为(１５９.０２±
５.８９) ( １６０. １０ ± ６. ４７) ｃｍ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５.１６ꎬＰ<０.０１)ꎻ体重[( ５３. ９５ ± ７. ７２) ( ５３. ８６ ± ８. ４１)
ｋ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３３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藏汉族大学生营养状况比较　 藏族男大学生低

体重率比汉族高 ３.３１ 百分点ꎬ正常率(７４.８２％)高出

汉族(６６.１４％)８.６８ 百分点ꎬ超重率、肥胖率均分别低

于汉族 ７.２４ꎬ３.０９ 百分点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藏族女大学生低体重率低于汉族 １.７２ 百

分点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藏、汉女大学生

超重、肥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表 １ꎮ
２.３　 藏汉族男、女生身体功能及素质比较　 藏族男生

在肺活量、５０ ｍ 跑及 １ ０００ ｍ 耐力跑指标略差于汉族

男生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藏族男生立

定跳远低于汉族男生ꎬ坐位体前屈和引体向上成绩均

值比汉族分别高 １.３ꎬ１.９ 百分点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藏族女生肺活量和仰卧起坐均略低于汉族女生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ꎻ５０ ｍ 跑、立定跳

远、坐位体前屈、８００ ｍ 耐力跑指标均为藏族女大学生

差于汉族女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西藏高校藏汉族大学生营养状况比较

性别 民族 人数 统计值 低体重 肥胖 超重
男 藏 １ ２２７ １０２(８.３１) ３７(３.０２) １６０(１３.０４)

汉 １ ０８１ ５４(５.００) ６６(６.１１) ２１９(２０.２６)
χ２ 值 １０.０４ １２.８７ ２１.８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藏 １ ９３９ ５３(２.７３) ５０(２.５８) ２１６(１１.１４)
汉 １ ５７２ ７０(４.４５) ４３(２.７４) １５４(９.８０)

χ２ 值 ７.５９ ０.０８ １.６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２０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藏汉族大学生身体素质比较(ｘ±ｓ)

性别 民族 人数 统计值 肺活量 / ｍＬ ５０ ｍ 跑 / ｓ 立定跳远 / ｃ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耐力跑 ｍ / ｓ
引体向上或

仰卧起坐 / 个
男 藏 １ ２２７ ３ ６７８.７７±９０２.３１ ７.５６±０.８４ ２１６.４７±２３.６４ １５.０５±８.１９ ２４４.２２±３２.６０ ８.８３±５.６５

汉 １ ０８１ ３ ６８３.２６±８４０.１８ ７.５４±０.９０ ２１９.６５±２６.１１ １３.７５±７.５７ ２４３.２３±３３.４１ ６.９３±５.１２
ｔ 值 －０.１２ ０.３７ －３.０５ ３.９５ ０.７２ ８.４７
Ｐ 值 ０.９０ ０.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０

女 藏 １ ９３９ ２ ２９３.８７±６３３.３０ ９.７８±１.２０ １５１.７１±２１.６１ １４.７０±６.２２ ２４１.０９±２４.９０ ３３.３８±７.１１
汉 １ ５７２ ２ ３３２.４０±５９５.４０ ９.４１±１.１０ １６１.５８±２０.６１ １５.３７±６.２４ ２３４.５２±２５.５３ ３３.５２±７.４

ｔ 值 －１.８５ ９.３２ －１３.８１ －３.１４ ７.６６ －０.６０
Ｐ 值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６

３　 讨论

身高、体重是衡量人体健康状况及身体形态发育

的主要指标ꎮ 与以往相比ꎬ藏、汉族男、女生身高、体
重均有所增长ꎬ汉族男生在身高、体重方面均明显高

于藏族ꎬ汉族女生身高高于藏族ꎬ藏、汉族女生体重均

有所增长ꎬ身体形态水平有所提高[６－７] ꎮ 藏族男大学

生总 体 营 养 状 况 优 于 汉 族ꎮ 藏 ( １３. ４０％)、 汉

(２０.２６％)男大学生超重率均远高于江西省男大学生

(１０.９１％) [８] ꎬ且汉族超重率和肥胖率高于藏族ꎬ说明

汉族男大学生营养过剩更为严重ꎬ应该引起重视ꎮ 研

究发现ꎬ藏、汉族男大学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女

生ꎬ与国内以往研究一致[９－１１] ꎮ 超重及肥胖可增加患

２ 型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的危险性[１２] ꎬ严重阻碍大

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ꎮ 藏、汉族男大学生肺活量较以

前均有大幅度增长[６] ꎬ说明藏、汉族男大学生心肺功

能水平有所提高ꎬ但数据分析显示藏族大学生肺活量

平均值低于汉族ꎬ与 １０ 年前杨建军等[６－７] 研究中藏族

大学生肺活量高于汉族的结论不一致ꎮ 吸烟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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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藏族男大学生肺活量低于汉族的原因之一ꎬ以
往研究表明ꎬ藏族大学生吸烟率高于汉族大学生[１３] ꎮ
立定跳远考察人体下肢爆发力ꎬ藏族男大学生立定跳

远成绩明显差于汉族大学生ꎬ体质监测过程中发现藏

族大学生下肢爆发力及立定跳远动作规范性较汉族

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藏族男大学生坐位体前屈、引体向

上成绩好于汉族ꎮ 藏、汉族女大学生平均体重无明显

差异ꎬ但藏族女大学生低体重率低于汉族ꎬ藏、汉女生

肺活量差别不大ꎬ５０ ｍ 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及耐

力跑藏、汉相比较ꎬ汉族占优势ꎮ
藏、汉族大学生身体形态水平的提高与生活水

平、膳食结构及国家一系列增强学生体质的相关政

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等分不开ꎮ 受风俗习惯和民族

饮食习惯的影响ꎬ藏族大学生喜食糌粑、酥油、甜食等

高糖、高脂肪食物[１４] ꎬ饮食营养不均衡等导致藏族大

学生低体重率偏高ꎻ受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影响ꎬ女
大学生更注重体型ꎬ调研中发现藏、汉族女大学生对

体型的要求不同ꎬ藏族女大学生认为只要身体健康ꎬ
胖瘦无所谓ꎬ汉族女生受社会风气影响较大ꎬ大多以

瘦为美ꎬ为追求身材苗条盲目节食ꎮ 突显出汉族女大

学生对健康认识极为不足ꎬ长此以往极易引起营养不

良[１５] ꎮ 藏族学生除在学校进行体育锻炼外ꎬ因为生活

环境的差异和体育生活方式的不同及场地设施及师

资力量的不足ꎬ 藏族大学生假期里进行体育锻炼

不足ꎮ
身体锻炼匮乏是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重

要因素[１６－１７] ꎮ 家庭体育锻炼氛围和学校体育在提升

青少年身体活动中起主导作用[１８] ꎮ 我国家长和学生

对于肥胖危害、健康饮食和合理运动相关知识的认识

有很大的不足[１９] ꎮ 根据藏、汉族大学生身体特征的差

异ꎬ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应共同关注ꎬ共同努力ꎮ 加

大西藏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力度ꎬ课堂上选择适合不同

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ꎮ 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

丰富课外锻炼内容及形式ꎬ激发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

炼的兴趣ꎮ 如使用校园跑 ＡＰＰꎬ不仅提高了体育参与

度ꎬ而且增强了大学生体质健康和课外锻炼习惯的养

成[２０] ꎮ 另外ꎬ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ꎬ
重视营养知识及体育健康知识的教育与宣传ꎬ促使学

生健康饮食、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ꎬ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１６] ꎮ 开展针对各身体素质的专项练习ꎬ促进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稳步提高ꎬ从而达到改善学生身体形态ꎬ
提高学生身体功能和增强体质健康的目的[２１] ꎮ 为国

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健康中国

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志谢　 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藏医学院、西藏农牧学

院、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藏职业

技术学院负责 ２０１８ 年体质测试的各位老师及学生测试员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ꎬ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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