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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
贵州省学生体质健康总体水平在全国 ３１ 个省市中名

列中下游[１] ꎬ与全国大学生总体状况呈现类似下降趋

势ꎮ 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贵州省大学生群体的一部

分ꎬ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之一ꎮ
心肺耐力作为机体体力活动水平的客观生理指

标之一ꎬ 是体质健康各组成部分的核心要素ꎬ与各年

龄人群的全死因死亡率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高度

相关[２] ꎮ 本研究拟通过为期 １ 年的运动处方干预来

探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心

肺功能的影响ꎬ旨在为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ꎬ乃至

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的提高提供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ꎬ选取贵州省少数民族

大学生典型聚居区的贵州民族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

院、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３ 所高校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５ 级 ２ 个年

级共 １ １７５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实验对象ꎮ 首先进行

男子 １ ０００ ｍ 跑和女子 ８００ ｍ 跑的测试ꎬ筛选出成绩

为及格和不及格的学生 ８５７ 名ꎮ 将主观不愿意加入本

实验干预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列为对照组ꎬ将经思想动

员和一定物质奖励后ꎬ主观愿意加入本实验干预的少

数民族大学生列为实验组ꎬ剔除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有

吸烟史、心脏病、呼吸疾病以及中途退出的学生后ꎬ共
得到 ８２７ 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４３７ 名ꎬ女生 ３９０ 名ꎻ苗族

３２８ 名ꎬ布依族 １６７ 名ꎬ侗族 １２８ 名ꎬ土家族 ８４ 名ꎬ彝
族 ５９ 名ꎬ仡佬族 ２６ 名ꎬ水族 ２４ 名ꎬ白族 １１ 名ꎻ实验组

学生 ４１７ 名ꎬ对照组学生 ４１０ 名ꎮ 实验前两组学生身

高、体重、年龄、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１.２　 方法　 运动干预前测试实验对象的身高、体重ꎬ
并计算 ＢＭＩ[３] ꎮ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前后 ２
次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对筛取的实验对象进行肺活量、１ ０００ ｍ 跑(男)、８００
ｍ 跑(女)测试ꎮ 为保证测试数据的可靠性ꎬ课题组邀

请专业人士进行测试ꎮ 依据测试成绩分为优秀、良

好、及格、不及格 ４ 个等级[４] 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对照组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常规体育教学ꎬ实验组

进行为期 １０ 个月的心肺功能运动处方干预实验ꎮ 运

动干预前实验对象与本研究组签署«心肺功能运动处

方干预实验知情同意书»ꎮ
１.３　 运动处方　 采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ꎬ以心率表示

运动强度ꎮ 中等强度即被试最高心率的 ６０％ ~
７５％[５] ꎮ 每周运动 ３ 次ꎬ每次 ４５ ~ ６０ ｍｉｎꎮ

具体方案:第 １ 阶段 ２ 个月ꎬ为起始阶段ꎮ 运动强

度为 ６０％ ~ ６５％最高心率ꎮ 第 １ 个月以跳绳、游戏、有
氧健身操、健美操等为主ꎬ辅以快走ꎮ 每次累计运动

时间为 ４０ ~ ５０ ｍｉｎꎮ 第 ２ 个月以快走为主ꎬ慢走为辅ꎬ
每次累计运动 ４０ ~ ５０ ｍｉｎꎮ 根据自我疲劳感觉进行 １０
ｍｉｎ 左右的跳绳、游戏、有氧健身操、健美操等ꎮ 第 ２
阶段 ２ 个月ꎬ运动强度为 ６０％ ~ ６５％最高心率ꎮ 运动

方式以快走和慢跑交替ꎬ每次累计运动 ４０ ｍｉｎ 左右ꎮ
根据自我疲劳感觉进行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的跳绳、游戏、有
氧健身操、健美操等ꎮ 第 ３ 阶段 ３ 个月ꎬ运动强度为

６５％ ~ ７０％最高心率ꎮ 运动方式为快走和慢跑交替ꎬ
每次累计运动时间 ４０ ｍｉｎꎮ 根据自我疲劳感觉进行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的跳绳、游戏、有氧健身操、健美操等ꎮ 第

４ 阶段 ３ 个月ꎬ运动强度为 ７０％ ~ ７５％最高心率ꎮ 运动

方式主要是持续慢跑ꎬ每次累计运动时间 ４５ ~ ５０ ｍｉｎꎮ
根据自我疲劳感觉进行 １０ ｍｉｎ 左右的跳绳、游戏、有
氧健身操、健美操等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录入

对比”方式录入[６] ꎮ 全部数据录入完毕后ꎬ导入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讲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

行组间比较ꎬ采用配对 ｔ 检验进行组内前后比较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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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经过历时 １ 年的运动处方干预ꎬ实验组的肺活量、
１ ０００ ｍ 跑(男)、８００ ｍ 跑(女)均比干预前明显增长

(Ｐ 值均<０.０１)ꎻ对照组也均有变化ꎬ但与实验前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后实验组男生肺活量、１ ０００ ｍ
跑和女生肺活量、８００ ｍ 跑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ｔ 值分

别为－５.３９０ꎬ－２.４７１ꎬ－４.４１２ꎬ－２.１６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肺功能指标及耐力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男生

肺活量 / ｍＬ １ ０００ ｍ 跑 / ｓ
女生

肺活量 / ｍＬ ８００ ｍ 跑 / ｓ
实验组 干预前 ４２１ ３ ３７２.３±６８０.３ ２９０.７±５３.０ ２ １４２.０±４９５.７ ２７４.７±４４.１

干预后 ４１７ ３ ８９７.０±６７７.０＃＃ ２７１.９±５３.１＃ ２ ６３４.８±５０３.２＃＃ ２５２.９±４２.７＃

ｔ 值 －５.３９０ －２.４７１ －４.４１２ －２.１６９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对照组 干预前 ４１０ ３ ３９３.１±６３２.８ ２８９.６±４１.７ ２ １８３.８±４４９.６ ２７９.３±３８.２
干预后 ４１０ ３ ４１８.５±６２７.３ ２８４.５±４９.７ ２ ２７０.４±４３３.３ ２７３.７±３９.１

ｔ 值 －１.０７３ －０.９０６ －１.０６５ －０.８６５
Ｐ 值 ０.２９２ ０.３７１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５

　 注:与干预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ꎬ体力活动不足是大学生心肺

耐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７－９] ꎬ而体力活动和心血管

疾病风险也有剂量反应关系[８ꎬ１０－１１] ꎮ 为了更好地促进

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及体质健康水平ꎬ一些发达国家

制定了一系列学生体力活动指南ꎬ要求每天至少进行

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１２] ꎮ
肺活量是一次呼吸的最大通气量ꎬ在一定意义上

反映了呼吸功能的潜在能力[１３－１５] ꎬ是评价人体呼吸系

统功能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经过 １ 年的有氧运动干

预后ꎬ实验组的肺活量水平明显高于干预前及对照

组ꎮ 当人体参与有氧运动时ꎬ 骨骼肌活动的速率和强

度随之增加ꎬ躯体对气体交换的需求加大ꎬ潮气量增

加ꎬ呼吸频率提高ꎬ肺通气量随之增加[１６] ꎮ 本研究中

实验组在进行中等及以上强度有氧运动时ꎬ 呼吸频率

及潮气量均增加ꎬ尤其是潮气量的增加幅度较大ꎬ 使

得每分通气量增加ꎬ与此同时ꎬ肺及胸廓的弹性得以

改善ꎬ呼吸肌的功能得以提高ꎮ 与肺活量指标相比ꎬ
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女生 ８００ ｍ 跑成绩在反映躯体心肺

耐力方面更具有代表性ꎮ 实验组在 １ 年的中等强度有

氧训练中运动强度逐渐递增ꎬ左、右心室的心输出量

和容积负荷增加ꎬ导致左心室产生轻度至中度扩张ꎬ
同时伴有左心室壁轻度至中度增厚[１７] ꎮ

经常进行规律性的吸气和呼气运动自主或不自

主地加强了呼吸肌的功能ꎬ有助于肺进行最大程度的

扩张和缩小[１７－１８] ꎮ 而最大程度的扩张或缩小会刺激

肺表面活性剂释放到肺泡中ꎬ从而增加肺的依从性及

减少支气管平滑肌张力[１７] ꎮ 提示良好的有氧耐力练

习有利于学生心、肺及血液循环系统的健康生长ꎬ促
进学生健康体魄的形成ꎮ 随着体力活动量的增加ꎬ心
血管疾病危险的累积效应就会渐弱[１１] ꎮ 同时耐力跑

也需要良好的意志品质支撑ꎮ 可见耐力跑对促进大

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现阶段学生

体力活动普遍不足[１９－２２] 、学生对耐力跑的不喜欢甚至

恐惧心理[２３] 、学校体育课主动删减耐力跑内容[２４] 等

均已成为阻碍学生心肺耐力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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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１５ ~ ２４ 岁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

王娟ꎬ贺淑芳ꎬ卢红艳ꎬ李洋ꎬ赵月娟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 /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ꎬ１０００１３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 １５~ ２４ 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及流行特征ꎬ为开展高校艾滋病宣传

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系统中报告的 １５ ~ ２４ 岁职业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简称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的信息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ꎬ北京市共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

学生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 ７０２ 例ꎬ且以男大学生为主(９７.５７％)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ꎬ青年学生病例数占当年病例报告总数的比例

逐年升高ꎬ分别为 ２.１６％ꎬ３.５１％ꎬ３.６７％ꎬ３.４４％ꎬ４.０５％ꎬ４.２７％ꎬ２.９９％ꎮ 同性传播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０.９７％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８７.８３％ꎮ 学生病例主要来自于医疗机构主动检测发现的病例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ꎬ分别为 ３７.１８％(２６１ / ７０２)和

３４.０５％(２３９ / ７０２)ꎮ 结论　 北京市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数逐年增多ꎬ同性性行为是主要危险因素ꎮ 应加大对在校学生的

艾滋病宣传ꎬ以增强性安全意识和促进主动检测行为为干预重点ꎮ
【关键词】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ꎻ青少年ꎻ学生ꎻ统计学ꎻ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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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中每年报告的青年

学生病例数逐年增多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ꎬ全国报告存活

的青年学生病例超过 ７ ２００ 例ꎬ占全国存活病例总数

的 １.４％[１] ꎬ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防治问题已备受关注ꎮ
北京市高校集中ꎬ学生人群数量大ꎬ艾滋病疫情防控

不容忽视ꎮ 本研究分析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报告

的 １５ ~ ２４ 岁学生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例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艾

滋病疫情网络直报模块ꎮ 收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系统中

年龄在 １５ ~ ２４ 岁、职业为学生的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例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并对该人群的人口学特

征、感染途径、病例来源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描述ꎬ计数资料采

用构成比描述ꎬ不同年份间构成比采用趋势性 χ２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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