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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京市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及其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ꎬ为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

支持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在南京市不同行政区抽取 ４０ 所高中及中职学校共 １３ ２２８ 名学生进行青少年健康行

为问卷调查ꎮ 结果　 被试在过去 １ 周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活动达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比例最低的为 ６ ｄ(３.１５％)ꎬ最高的为 ２ ｄ
(１７.３６％)ꎮ 在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活动每天达 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比例最低的为 ６ ｄ(２.２５％)ꎬ最高的为 ０(２２.８４％)ꎮ 男生在过

去 １ 周体育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 ≥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６.１７ꎬ２１.８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 ≥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随着年级的增

高而下降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５５.８７ꎬ５７.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高中学生中等强度体育锻炼(≥３０ ｍｉｎ)的天

数高于中职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０.３６ꎬＰ<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过去 １ 周每天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

为 ０ ｄ 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为 ０ ｄ 的学生自感学习成绩均相对较差(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南京市青少

年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强度和时间均不足ꎬ体育锻炼缺乏的学生自我感觉学习成绩较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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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保持一定强度和时间的体育锻炼可

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诸多有力的影响[１－３] ꎮ 体

育锻炼能够使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兴奋和抑郁过程相

互交替ꎬ还可以促进神经方面的发育ꎬ对消除因学习

带来的疲劳和紧张起积极作用[４－５] ꎮ 高中生因受到升

学压力的影响ꎬ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状态下极易产

生疲劳或紧张ꎬ同时学习也挤占了锻炼的时间ꎬ导致

锻炼减少[６－７] 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一定的体育锻炼能够

有效消除因学习压力过大带来的听觉、视觉方面的疲

劳[８] ꎮ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ꎬ一定时间和强度的体育锻

炼能够有效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成绩[９] ꎮ 为进一

步了解我国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ꎬ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３—６ 月对南京市 １３ ２２８ 名青少年

进行问卷调查ꎬ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支持ꎮ

１５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在南京市 １０ 个行

政区ꎬ每个区抽取 ４ 所高中或中职学校ꎬ共抽取 ４０ 所

学校ꎬ以班级为单位ꎬ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每
所学校共抽取 ６ 个班级ꎮ 调查前向学生说明本次研究

调查的目的和要求ꎬ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进行问卷调

查ꎮ 共调查 １３ ５１６ 名学生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３ ２２８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８７％ꎮ 其中男生 ６ ８９４ 名ꎬ女生６ ３３４
名ꎻ高一年级学生 ５ １６８ 名ꎬ高二年级 ４ ６１７ 名ꎬ高三年

级 ３ ４４３ 名ꎻ普通高中学生 ６ ４６６ 名ꎬ中职学生 ６ ７６２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６.３２±１.０５)岁ꎮ
１.２　 方法　 参考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

报告[１０] ꎬ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

问卷ꎬ内容涉及人口学信息、饮食行为、运动锻炼行

为、自感学习成绩、非故意伤害行为、故意伤害行为、
饮酒吸烟吸毒等行为、网络成瘾行为、性行为等ꎮ 本

研究仅采用调查结果中的体育锻炼行为和自感学习

成绩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０.９２ꎮ
相关定义:(１)过去 １ 周中等强度体育锻炼达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指调查者在过去 １ 周内有过中等强度的体

育锻炼ꎬ时间在 ３０ ｍｉｎ 以上ꎬ并且感觉到心跳加快、呼
吸急促的天数ꎮ (２)过去 １ 周每天锻炼 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

指过去 １ 周内每天锻炼 ６０ ｍｉｎ 以上的天数ꎬ如步行、
跑步、球类运动、骑车、做家务等[１１] ꎮ

问卷编制后进行专家的论证和预调查ꎬ并且对问

卷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后最终确定调查问卷ꎮ 调

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ꎬ并且要求调查时采用统一

的指导语ꎮ 问卷当场填写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０ 软件进行录

入ꎬ导入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中进行处理和分析ꎮ 统计方

法采用 ｔ 检验、方差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以 α ＝
０.０５ 为双侧检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自评学业成绩和体育锻炼状况　 儿

童青少年自评学习成绩比例最低的为不清楚(３.５３％ꎬ
４６５ 人)ꎬ比例最高的为中等(３４.０５％ꎬ４ ５０５ 人)ꎮ 儿

童青少年在过去 １ 周中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活动达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比例最低的为 ６ ｄ(３.１５％ꎬ４１７ 人)ꎬ最高的

为 ２ ｄ(１７.３６％ꎬ２ ２９７人)ꎮ 在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活动

每天达 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比例最低的为 ６ ｄ(２.２５％ꎬ２９６
人)ꎬ最高的为 ０ ｄ(２２.８４％ꎬ３ ０２２ 人)ꎮ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儿童青少年过去 １ 周锻炼

情况比较　 儿童青少年在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时间(≥
６０ ｍｉｎ)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 ≥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均为

男生高于女生ꎬ且随着年级的增高而不断下降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高中学生中等强度

体育锻炼(≥３０ ｍｉｎ)的天数高于中职学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儿童青少年

过去 １ 周锻炼时间及中等强度锻炼活动天数比较(ｘ±ｓꎬｄ)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锻炼时间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强度体育

锻炼≥３０ ｍｉｎ
性别 男 ６ ８９４ ３.６１±２.４１ ２.９３±２.２７

女 ６ ３３４ ２.５６±２.１９ １.９５±１.９１
ｔ 值 ２６.１７ ２１.８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高一 ５ １６８ ３.２８±２.３５ ２.６４±２.１５
高二 ４ ６１７ ３.１８±２.３３ ２.４８±２.１４
高三 ３ ４４３ ２.７６±２.３７ ２.１５±２.１６

Ｆ 值 ５５.８７ ５７.２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学校 高中 ６ ４６６ ３.１２±２.２８ ３.１１±２.４２
中职学校 ６ ７６２ ２.６７±２.１３ ２.２８±２.１６

ｔ 值 ０.６６ １０.３６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儿童青少年自评学习成绩与体育锻炼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学生的自评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ꎬ以过

去 １ 周中每天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年级、性别、学校类型作为自变量进

行分析ꎬ结果表明ꎬ过去 １ 周中每天锻炼时间≥６０ ｍｉｎ
及中等强度体育锻炼≥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为 ０ ｄ 的学生自

评学习成绩较差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南京市儿童青少年自评学习

成绩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３ ２２８)

自变量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３７.６７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１４)
年级
　 高一 ７.２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０３)
　 高二 ９.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４~ ０.２１)
学校类型
　 普通高中 ３.４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０)
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
　 ０ １９.０８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１６)
　 １ １.９４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０４)
　 ２ ２.９９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３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４ １.５３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６)
　 ５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１７)
　 ６ ０.６７ ０.４１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３４)
过去 １ 周中等强度体育锻炼≥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
　 ０ １９.０８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１６)
　 １ １.９４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０４)
　 ２ ２.３０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３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４ １.５３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６)
　 ５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１７)
　 ６ ０.６８ ０.４１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３４)

　 注:自评学习成绩以优秀、性别以女生、年级以高三、学校类型以中职

学校、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活动达 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以 ７ ｄ、过去 １ 周中等强

度体育锻炼活动达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以 ７ ｄ 为参照ꎮ

３　 讨论

国内外的多项调查结果表明ꎬ科学有效的体育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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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能够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

用[１２－１４] ꎮ 积极的体育锻炼使躯体能量的消耗加快ꎬ产
能增加、身体的代谢能力得到增强和加快ꎬ在身体合

理营养饮食的状态下ꎬ能够使身体细胞、组织的合成

加快ꎬ同时体内各种营养物质的积累也超过消耗ꎬ促
进躯体的健康发展ꎮ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ꎬ南京市儿

童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时间和强度不足ꎬ有 １６.８１％的儿

童青少年在过去 １ 周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活动达 ３０ ｍｉｎ
的天数为 ０ꎬ有 ２２.８４％在过去 １ 周体育锻炼活动每天

达 ６０ ｍｉｎ 的天数为 ０ꎮ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青少

年时期体育锻炼活动缺乏将会影响其身体的正常发

育ꎬ还可能导致出现肥胖、视力不良、心理问题等负面

现象[１５－１７] ꎮ
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较大ꎬ大部

分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ꎬ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体育锻炼

的时间ꎮ 与高中阶段的学生比较ꎬ中职学校的学生学

业压力相对较小ꎬ 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也相对较

多[１８] ꎮ 但是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普通高中学校学生的运

动时间高于中职学生ꎮ 原因可能是中职学校的教学

管理较为宽泛ꎬ到了三年级一般都要参加实习ꎬ因此

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相对较少ꎻ而普通高中随着体育

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ꎬ学生体育课时间锻炼的效率和

质量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ꎬ从而保障了锻炼时

间ꎮ 另外还与中职和高中学生的家庭环境、父母教育

观念、学生锻炼意识等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１９－２１] ꎮ
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对自

身的神经系统发育起到积极作用ꎬ不但能够提高身体

的协调性、灵敏性、平衡性ꎬ同时还能提高心肺耐力水

平ꎬ促进大脑的发育[２２]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严重缺乏

体育锻炼的学生自评学习成绩较差ꎮ 张建昌[２３] 研究

显示ꎬ小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与自身的学习成绩呈正

相关ꎮ 温煦[２４]研究显示ꎬ体育锻炼对儿童青少年的认

知能力提高起到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数据为调查问卷获得的ꎬ学生对自身成绩

和体育锻炼的测评均为主观认识ꎬ结果的精确性可能

存在偏倚ꎮ 另外ꎬ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仅能了解变

量之间的相互联系ꎬ不能深入分析其因果关系ꎮ

志谢　 衷心感谢对本研究给予大力支持的南京市教育局、各调

研点校的教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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