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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体质状况是一个民族长

盛不衰的根本要素ꎬ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之

一[１] ꎮ 而当代肩负提高中国大学生体质健康崇高使

命的高校体育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ꎬ进入发展

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ꎬ许多问题相互交

织、叠加呈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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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归
根结底反映在所面对的高校体育复杂矛盾上ꎬ反映在

所要解决的高校体育实际问题上ꎮ 要想全面彻底遏

制与扭转大学生体质健康下滑态势ꎬ高校体育改革的

根本出路在于要整合高校所有体育资源ꎬ构建一个以

大学生体质健康为核心的管理平台ꎬ实现由“被动依

附型”向“主动引领型”的高校体育战略转变ꎬ从体质

健康角度形成搂底线、保基本、促提高的治理体系ꎬ不
断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的总体水平ꎮ

１　 国内管理平台研究与建设情况

我国从 １９８５ 年建立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制

度ꎬ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已开展了 ７ 次大规模的学生体质健

康调查ꎬ检测内容分为室内体检和户外体能测试 ２ 个

部分ꎬ 包括身体形态、生理功能、运动素质、健康状况

４ 类指标[２－３] ꎮ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高

度曝光ꎬ其在高校体育这个庞大而复杂体系中占据的

位置也在逐年提高ꎬ然而ꎬ对它的理解不能仅归结为

项目测试层面ꎬ而应还包括数据的系统分析以及使之

有效地运用到体育课程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中去ꎮ
单从高校个体而言ꎬ想要实现上述全部工作ꎬ不仅需

要相关的政策法规、运行机制和标准体系等支撑ꎬ还
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管理平台支持才能有效运行ꎮ

目前ꎬ国内学者围绕此平台的建设进行相关研

究ꎮ 总结起来ꎬ主要为 ２ 个方面:一是平台构建思路ꎮ
姜卫芬等[４] 认为ꎬ学生体质测试管理系统应包括测

试、评价、诊断、反馈、提高 ５ 个有机工作环节ꎬ并构成

了一个“闭环” 式程序ꎬ不断循环运转ꎮ 陈华胜[５] 认

为ꎬ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平台应由健康测试、健康评

价、健康指导以及健康监测 ４ 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结

合的模块构成ꎮ 李大平等[６] 认为ꎬ学生体质测试管理

系统应是一项智能分析系统ꎬ是一个通用的多角度的

集测试、分析、评价、报告、监控、预警等多功能的管理

平台ꎮ 二是相关技术支持研究ꎮ 郑策等[７] 认为ꎬ基于

网络安全的考虑ꎬ为防止数据入侵与破坏ꎬ高校体育

教育系统必须使用 ＨＴＴＰＳ 协议ꎮ 景婷婷等[８] 以 Ｃ / Ｓ
架构为基础ꎬ运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１２ 开发平台ꎬ采用 Ｃ
语言编程ꎬ利用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 执行数据的处理ꎬ开发

一套体质健康管理系统ꎬ通过实践检验ꎬ该系统运转

正常ꎮ 刘攀等[９]认为ꎬ目前的网络连接模式中普遍使

用的是 Ｂ / Ｓ 模式和 Ｃ / Ｓ 模式ꎬ由于 Ｂ / Ｓ 模式的主要优

势在其开发和维护成本较低、数据实时性较强、对用

户硬件要求较低、较好的扩展性、灵活性强等方面ꎬ所
以高校体育信息化教学平台应采用 Ｂ / Ｓ 模式进行系

统架构ꎮ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通过现场走访、电话咨询和网

络查询等方式发现ꎬ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一些综

合管理平台并投入运行ꎬ如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山东

农业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ꎮ 这些平台主要由所在系部

网站、管理系统和信息库组成ꎮ 所在系部网站中包含

平台的一个门户模块ꎬ主要用于各类人群登录ꎮ 管理

系统主要是进行平台的检测与维护ꎮ 信息库包含信

息存储、转换和查询ꎮ 这些功能都应是管理平台的基

本功能ꎬ管理平台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查询与归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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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ꎬ还应提供相应智能化系统服务ꎮ 因此ꎬ管理平台

还应具有针对各种异构平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合与

分析的功能[１０] ꎮ

２　 管理平台设计理念与原则

２.１　 设计理念 　 ２０１０ 年中共中央在«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提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化教

育服务体系ꎬ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ꎻ
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ꎬ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

模式ꎬ整合现有资源ꎬ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

教育基础设施[１１] ꎮ 高校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其信息化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高校信息化的

发展ꎮ 近年来由于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全面下滑ꎬ国家

陆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央 ７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５３ 号文件)、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７ 号) [１２－１４]等文件ꎬ不断制定增强

青少年体质的各项措施ꎬ彰显出大学生体质健康工作

在整个高校体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ꎮ
在高校体育领域ꎬ围绕大学生体质健康虽已生成

一些大规模数据(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库)ꎬ
但多数高校由于缺乏使其与体育课程教学和课外体

育活动的联系ꎬ致使数据很难在高校体育工作中发挥

高效作用ꎮ 如何将这些格式各异、分布广泛的数据进

行整合ꎬ发挥最大价值ꎬ正是管理平台最大的价值所

在ꎮ 管理平台在设计理念上应坚持以增强大学生体

质健康、实现教育现代化为总目标ꎬ以高校体育整体

全面发展为主题ꎬ以课程、竞赛和社团改革为主线ꎬ以
课程、课外、社团的无缝衔接为核心ꎬ以满足各类数据

转换ꎬ为大学生、教师和高校管理者提供各种有关体

质健康信息ꎬ把握大学生体质健康动态为策略ꎬ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ꎬ着力调整结构ꎬ转变发展方式ꎬ创新管

理体制ꎬ形成高校体育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

面ꎮ 要实现以上功能ꎬ必须充分挖掘数据中的隐藏信

息ꎬ并通过课内、课外、社团等载体ꎬ以主题统领ꎬ按照

主题性质将内容组合成若干模块ꎬ使高校大学生体质

健康促进媒介有机地衔接起来ꎬ形成一个及时、高效

的服务平台体系ꎮ
２.２　 设计原则　 首先ꎬ遵循全面性原则ꎮ 管理平台要

以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为突破口和落脚点ꎬ使其全面带

动体育课程、课外体育活动和基础能力保障的建设ꎬ
最大限度整合现有资源ꎬ全面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服务ꎬ实现“以点带面”的全面化效应ꎮ
其次ꎬ遵循便捷性原则ꎮ 就教师而言ꎬ运用传统

的有限教师手工操作完成现在大量的大学生体质健

康数据统计与分析工作ꎬ将直接影响体育教师的工作

效率和工作效益ꎬ因此教师必须借助计算机和相关信

息平台提供的各种类型内容丰富的资源库工具ꎬ进行

信息搜索、处理、分析、整合和发布ꎮ 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的发展促使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成为日益受到学习者青睐

的学习方式ꎮ 但由于网络学习环境重视技术开发与

应用层面ꎬ却忽视系统化的环境设计ꎬ导致应用效果

不佳ꎬ进而致使学习者出现了认知超载、情感缺失、道
德失范等问题[１５] ꎮ 鉴于此ꎬ管理平台建设必须便捷ꎬ
方便教师和大学生有效使用ꎮ

再次ꎬ遵循安全可靠开放性原则ꎮ 安全是管理平

台建设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ꎮ 管理平台存储了大量

有关大学生体质健康的信息和学习资源ꎬ涉及个人隐

私ꎬ为防止信息泄露必须要对平台的物理安全、网络

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和安全管理制度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估ꎬ要有完备的运行维护及安全

保障体系ꎬ确保信息的安全[１０] ꎮ 管理平台不是一个独

立系统ꎬ需要与其他高校和上级管理部门平台进行连

接ꎬ以实现资源共享和督导检查的功效ꎬ因此ꎬ平台需

要提供标准化开方接口ꎬ支持多平台接入ꎬ实现数据

的传导和转换能力ꎮ

３　 管理平台功能模块与运行流程

３.１　 功能模块分析　 管理平台主要包括信息宣传、信
息服务、信息管理 ３ 个功能模块ꎬ其中信息服务是最重

要的模块ꎬ必须要全面实现对公和对私 ２ 种功能ꎮ 对

公主要是指针对教师、高校管理者和上级部门管理

者ꎬ使之能全面有效地了解大学生整体的体质健康水

平ꎮ 具体而言ꎬ教师要能够把握好所教班级、所管社

团、所负责的课外俱乐部和群体竞赛中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ꎬ进而能根据不同的体质水平采取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ꎻ高校管理者根据不同层面划分为专业、系
部、学院、学校 ４ 个层面ꎬ不同层面要能适时查询到所

管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ꎬ然后根据需要与体育管理部

门共同制定干预方案ꎬ对大学生进行全面跟踪管理ꎻ
上级领导部门要及时、全面掌握各高校大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与发展动态ꎬ为高校体育卫生以及教育研究和

教育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对私服务即大学生服

务ꎬ是指在平台中ꎬ大学生可以完成与自己相关的所

有体育工作ꎬ不管是学校要求的ꎬ还是自我锻炼行为

都可以进行跟踪查询ꎬ具体为体育知识的学习、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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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的时时状况、详细的锻炼处方、运动竞赛信

息、体育选课、理论考试、锻炼场地选择、锻炼人群交

流等功能ꎮ
３.２ 系统数据分析　 管理平台需要提供的不仅是数据

的存储、积累、转化和发布ꎬ更重要的是要给大学生提

供个性化、针对性的体质健康服务ꎬ为教师、管理者提

供教育需求分析ꎮ 由于管理平台具有涉及的数据类

型多样、彼此关联性强等特点ꎬ如何给用户提供针对

性服务ꎬ这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发掘ꎬ把
显性数据背后的隐形数据呈现给各用户ꎬ把结构化的

数据进行拆分ꎬ按照用户要求进行一些非结构化的重

新组合ꎬ进而形成一个可供用户参考的新结构化数

据ꎮ 针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而言ꎬ要完成基础数

据、个性化数据和行为数据的 ３ 次转化组合ꎬ才能使之

有效用ꎮ 首先要有基础数据ꎬ要具有大学生的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等)和体质健康监测的所有

数据(包括形态、功能、素质、运动医学相关指标)ꎬ此
数据的采集主要为体质健康测试和运动医学相关测

试仪器ꎮ 其次要依据相关评价标准对基础数据进行

全面系统分析ꎬ评判出个性化的运动能力ꎬ并制定具

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干预措施ꎮ 最后根据干预措施

实时行为数据的收集ꎬ并根据运动处方的要求进行评

判ꎮ 此数据的采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体育课程

中数据采集ꎬ另一类为课外体育锻炼的信息采集ꎮ 体

育课程数据采集可以采用现在体育领域使用非常广

泛的 ｐｏｌａｒ 心率表ꎬ可以实时监测到运动过程中的心率

数据ꎬ并能及时传输到管理平台进行运动强度的针对

性分析ꎮ 课外体育锻炼数据采集可以运用手机中相

关运动监测软件及时将大学生课余锻炼数据全程传

输到平台进行分析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高校体育综合管理平台信息系统数据分析结构

３.３　 运行流程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ꎬ建立了综合管理

平台的运作流程ꎮ 见图 ２ꎮ 此流程分解为数据获取、

存储、分析和呈现等 ４ 块内容ꎬ既相对独立ꎬ又相互关

联ꎬ整体构成了大数据价值链ꎮ 数据获取要求把与高

校体育所有相关工作信息进行录入ꎬ这是一个前期基

础性工程ꎮ 本研究依据 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

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教体艺[２０１４] ４ 号) [１６] 中

指出的体育工作规划与发展、体育课程设置与实施、
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学生体质监测与评价、基础能

力建设与保障 ５ 个部分的要求进行设计ꎬ便于后续自

我学校体育工作整体评估ꎮ

图 ２　 高校体育综合管理平台运行流程

　 　 数据存储是指将大量数据按类别进行划分ꎬ采用

不同格式记录在计算机内部或外部存储介质上形成

有效信息数据库ꎮ 数据分析是指按照用户的不同需

求完成基础数据、个性化数据和行为数据的 ３ 次转化

组合分析ꎬ形成直观可操作的有效数据ꎮ 数据呈现是

指用户按照指定方式进行数据查询与跟踪ꎬ具体主要

分为以下 ３ 种呈现样态:(１)学生用户通过输入学号

进入管理平台查询个人体育素质综合情况ꎬ并根据相

关运动处方ꎬ实时完成自我运动效果的评估ꎮ (２)体

育教师用户通过输入工号进入管理平台ꎬ查询自我管

理学生的相关体质健康信息ꎬ并对自我教学效果和课

外指导效果进行系统性评估ꎬ不断改进课程教学和课

外指导的能力ꎬ对特殊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跟踪指导ꎮ
(３)管理者用户通过输入工号进入综合管理平台ꎬ按
照权限查询所管辖的学生体质健康信息ꎬ并根据情况

进行针对性管理ꎬ可以参照«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

标准» [１６]的要求对学校整体体育工作状况进行评估ꎬ
并有效地反馈给高校领导和体育部门ꎬ为高校下一步

制定体育发展规划和相应治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此运行流程实现了高校体育工作的高效性和明确性ꎬ
提高了高校体育工作的效能和体育教师的效率ꎻ实现

了高校体育工作的透明性和可比性ꎬ形成了数据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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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比对提升换代的螺旋式发展模式ꎻ实现了大学生

与体育教师、相关管理者的有机链接ꎬ形成了自我监

控、有效管理的闭环循环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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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幼园所卫生保健是儿童保健工作的重要部分ꎬ
做好托幼园所的卫生保健工作对保障集体儿童的健

康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为了解厦门市托幼园所的卫生

保健管理状况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对全市 ６０４ 所

托幼园所进行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厦门市各级教育部门及妇幼保健机构登

记在册的各类托幼园所共 ６０４ 所ꎮ 按园所性质分类ꎬ

教育部门办园 １２８ 所(２１.２％)ꎬ非教育部门办园 ４７６
所ꎬ包括乡镇、街道办园 ３０ 所( ５. ０％)ꎬ村集体办园

１４２ 所 ( ２３. ５％)ꎬ 企 业、 事 业、 机 关 单 位 办 １０ 所

(１ ７％)ꎬ 民 办 园 ２９４ 所 ( ４８. ７％)ꎮ 共 收 托 儿 童

１１９ １０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结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

部)制定的«托幼园所卫生保健管理规范» [１] (以下简

称«规范»)自行设计“厦门市托幼园所卫生保健调查

表”ꎮ 调查表由保健医生或园长填写ꎮ 调查表发放前

对所有填表人员进行统一填写培训ꎮ 对问卷复核无

误后回收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保健医生、保健室配备情况

２.１.１　 保健医生配备情况 　 全市托幼园所配备保健

医生的有 ５１１ 所ꎬ保健医生配备率为 ８４.６％ꎬ保健医生

６２２ 名ꎮ 保健医生配备达标(达到或高于 １ ∶ １５０) [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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