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不同排球运动水平男性大学生骨密度比较

高建娜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体育教学部ꎬ河南 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排球运动水平对男性大学生相关部位骨密度的影响ꎬ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提供理论和技术

参考ꎮ 方法　 选取男性大学生排球运动员(专业运动组)５５ 人、男性大学生排球爱好者(业余运动组)５４ 人和男性普通大

学生(普通对照组)７２ 人ꎬ测量不同部位的骨密度ꎮ 结果 　 ３ 组相同侧别的桡骨骨密度左侧:(０ ５６±０ ０９) (０ ４９±０ ０６)
(０ ４４±０ ０７)ｇ / ｃｍ２ ꎻ右侧:(０ ５７±０ ０７)(０ ５０±０ ０７)(０ ４４±０ ０７)ｇ / ｃｍ２ 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髋骨骨密

度在专业运动组左侧(１ １１±０ １５)ｇ / ｃｍ２ ꎬ右侧(１ １１±０ １４)ｇ / ｃｍ２ ꎻ业余运动组左侧(１ ０５±０ １４) ｇ / ｃｍ２ ꎬ右侧(１ ０５±０ １４)
ｇ / ｃｍ２ ꎻ普通对照组左侧(１ ００±０ １３) ｇ / ｃｍ２ ꎬ右侧(０ ９９±０ １２) ｇ / ｃｍ２ ꎮ ３ 组股骨骨密度左侧:(１ ３３± ０ １９) (１ ２８± ０ １８)
(１ １０±０ １７)ｇ / ｃｍ２ ꎻ右侧:(１ ３３±０ １８)(１ ２９±０ １９)(１ ０９±０ １８)ｇ / ｃｍ２ 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３ 组跟骨

骨密度左侧:(０ ６３±０ ０８)(０ ５６±０ ０７)(０ ４９±０ ０５) ｇ / ｃｍ２ ꎻ右侧:(０ ６３±０ ０８) (０ ５６±０ ０７) (０ ４９±０ ０６) ｇ / ｃｍ２ 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桡骨和股骨骨密度在不同排球运动水平之间的排序均为专业运动组>业余运动组>普通对

照组ꎮ 结论　 排球运动能够提高男性大学生的骨密度ꎬ尤其是上下肢的骨密度ꎮ 排球运动对骨密度的影响受到运动强度、
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等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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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运动作为一种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干

预措施ꎬ在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方面越来越受到广大医

患人员的重视ꎮ 目前研究表明ꎬ运动能够提高人类的

骨密度(ＢＭＤ) [１] ꎬ青少年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运动提

高峰值骨量[２－３] ꎬ中老年人可以通过适宜的身体活动

延缓骨量丢失速率[４] ꎮ 排球运动由于自身的特点ꎬ受
到不同人群的喜爱ꎬ在我国的普及率也很高[５] ꎮ 以往

研究表明ꎬ排球运动能够提高参与者的骨密度ꎬ但大

都建立在一段时间的排球运动前后比较上[６－８] ꎮ 本研

究以不同排球运动水平的男性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揭
示不同排球运动水平对男性大学生骨密度的影响ꎬ为
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提供数据积累和技术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参加河南省大学生“华光”体育活动第

十五届排球比赛的大学生排球运动员为专业运动组ꎬ
均来自于河南省内各高校ꎬ共 ５５ 人ꎮ 业余运动组大学

生有排球运动爱好ꎬ而普通组对照组大学生没有任何

排球运动经历ꎬ均来自于郑州理工职业学院ꎬ分别为

５４ꎬ７２ 人ꎮ 专业运动组纳入标准:排球运动技术成绩

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等级及以上ꎻ最近 １ 年没有停训ꎻ
对实验方案知情且自愿参加ꎮ 排除标准:兼有其他运

动项目的大学生运动员ꎻ有骨折等运动损伤病史者ꎮ
业余运动组的纳入标准:有排球运动爱好ꎻ每周至少

进行 ２ 次排球运动ꎬ每次至少 ３０ ｍｉｎꎻ最近 １ 年没有中

断过排球运动ꎻ对实验方案知情且自愿参加ꎬ排除标

准:大学生运动员ꎻ有骨折等运动损伤病史的研究对

象ꎮ 普通对照组的纳入标准:没有任何排球运动经历

者ꎻ对实验方案知情且自愿参加ꎬ排除标准:大学生运

动员ꎻ低骨量者或骨代谢疾病者ꎻ有骨折等运动损伤

病史者ꎮ 由于年龄和体质量指数是影响骨密度的重

要因素[９－１０] ꎬ因此严格控制研究对象的年龄在 １８ ~ ２０
岁之间ꎬ平均(１８.２３±１.５４)岁ꎮ 对 ３ 组研究对象的体

质量指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基线资料具有均衡性ꎬ骨密度指

标具有可比性ꎮ 本实验符合人体实验伦理学标准ꎬ并
取得了郑州理工职业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韩国 ＯｓｔｅｏＳｙｓ 公司生产的 ＥＸＡ３０００
数字双能 Ｘ 射线骨密度仪ꎬ对研究对象左右肢的前臂

骨、髋骨、股骨和跟骨进行骨密度测定ꎮ 研究对象的

测量分 ２ 批进行: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影像中心完成第 １ 批测量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河南省职

工医院放射科完成第 ２ 批测量ꎮ 测定部位的选择是根

据排球运动技术特点来确定的ꎮ 排球运动中的发球、
垫球、传球、扣球和拦网等动作对参与者的上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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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较大ꎬ尤其是垫球过程中动能很大的排球对前臂

骨有很强的冲击力ꎬ同时需要参与者不断地跑动和跳

跃来配合上肢运动ꎬ因此对下肢的股骨和跟骨机械负

荷也很大ꎮ 主要观察指标为桡骨远端 １ / ３ 处、股骨中

段、髋骨外侧和跟骨的骨密度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数据统计软件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ꎮ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Ｅ) 的 ＬＳＤ 法和 ＳＮＫ 法ꎬ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不同组别男大学生相同侧别的桡骨、股骨和跟骨

骨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分别对 ４ 个观察指标进行相同侧别在不同运动水平之

间的骨密度比较ꎬ结果显示ꎬ桡骨和股骨骨密度在不

同排球运动水平之间的排序均是专业运动组>业余运

动组>普通对照组ꎻ相同侧别的髋骨和跟骨密度在不

同排球运动水平之间无法完成排序ꎮ

表 １　 不同排球运动水平男性大学生骨密度比较(ｘ±ｓꎬｇ / ｃｍ２)

组别 人数
桡骨

左侧 右侧

髋骨

左侧 右侧

股骨

左侧 右侧

跟骨

左侧 右侧

专业运动 ５５ ０.５６±０.０９ ０.５７±０.０７ １.１１±０.１５ １.１１±０.１４ １.３３±０.１９ １.３３±０.１８ ０.６３±０.０８ ０.６３±０.０８
业余运动 ５４ ０.４９±０.０６∗ ０.５０±０.０７∗ １.０５±０.１４∗ １.０５±０.１４∗ １.２８±０.１８∗ １.２９±０.１９∗ ０.５６±０.０７∗ ０.５６±０.０７∗

普通对照 ７２ ０.４４±０.０７∗∗△ ０.４４±０.０７∗∗△ １.００±０.１３∗△ １.００±０.１２∗△ １.１０±０.１７∗∗△ １.０９±０.１８∗∗△ ０.４９±０.０５∗△ ０.４９±０.０６∗△

Ｆ 值 ５.７９ ５.９８ ４.６０ ４.４６ ７.４７ ７.２０ ５.２９ ５.１２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注:与专业运动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与业余运动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Ｗｏｌｆｆ 定律指出ꎬ骨密度与骨骼所受的力学环境有

关ꎬ骨组织的结构会对所处的力学环境产生良好的适

应性[１１] ꎮ 在不同运动项目对骨密度影响的研究中由

于选取的观察指标不同ꎬ造成研究结果无法实现精确

比较ꎬ但总的来说ꎬ能够对骨密度产生良好作用的体

育运动具有如下特点:(１)运动技术动作变化多样ꎬ节
奏较快ꎬ具有一定的冲击性和抗阻力性ꎬ比如跑步、跳
跃等ꎻ(２) 运动强度较高ꎬ通常要达到最大吸氧量的

７０％以上ꎻ(３)运动时全身肌肉动员的数量多ꎬ产生的

肌肉张力大ꎮ 而排球运动符合上述特点ꎮ
孙晓[１２]研究发现ꎬ长期从事排球运动能有效增加

男大学生身体骨密度ꎬ但是对于骨密度的影响是不均

衡的ꎬ如左侧桡骨 ＢＭＤ 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右侧有统计学意义ꎮ 韦绍华等[１３] 研

究发现ꎬ气排球运动虽然可以保持中年男性骨密度和

骨强度ꎬ但是受试者右手桡骨远端骨密度在训练前后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朱欢等[８] 通过对绝经后妇女

实施 ６ 个月的气排球运动干预发现ꎬ受试者骨密度实

验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运动干预的时间

和运动负荷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ꎬ骨的重建至少需要持

续 ４ ~ ６ 个月ꎬ如果要显著引起骨量增加ꎬ运动干预时

间至少应控制在 １ 年以上[１４－１６] ꎮ 通过以上的文献分

析可以发现:(１)排球运动对改善人体骨密度的确切

效果目前并不明确ꎬ表现为排球和气排球 ２ 种不同负

荷的干预方式产生的实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分歧ꎻ(２)
运动干预时间缺乏精确的控制尺度ꎬ造成实验结果无

法比对ꎻ(３)实验前后的比较ꎬ试验周期过长(至少 １

年)会产生一些不确定因素等ꎬ势必会影响实验结果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排球运动能够提高男性大学生

的骨密度ꎬ且随着运动水平差异的增大ꎬ骨密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ꎬ该规律在其他部位骨密度指标上同样

存在ꎮ 排球运动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制约ꎬ比如遗传、
训练水平、身体形态、功能状况和心理等[１７－２０] ꎮ 由于

影响排球运动水平的主要因素也影响人类的骨密

度[２１－２５] ꎬ因此排球运动水平和骨密度之间存在一定的

关联性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排球运动对不同部位骨密度

的影响具有不均衡性ꎬ如男性大学生桡骨、股骨和跟

骨骨密度在不同运动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ꎬ而髋骨在业余运动组和普通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提示髋骨骨密度和排球运动水平的关联

性没有其他指标明显ꎮ 可能是因为排球运动特点造

成的ꎬ排球运动主要通过下肢的快速移动和上肢的精

确控球来完成的ꎬ因此对四肢的负荷刺激较强ꎬ普通

男性大学生虽然不进行排球运动ꎬ但是可以通过其他

运动项目或体力活动达到提高髋骨骨密度的效果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男性大学生右侧桡骨骨密度

在不同运动水平之间的改善比左侧好ꎮ 这在以往的

报道中已经有所体现[２６－２７] 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与排球运

动特点有关ꎬ因为排球运动要求运动员通过上肢完成

各种技术动作ꎬ如传球、垫球、扣球、拦网等ꎬ上肢经常

受到来自纵向、横向及不同方向的动力性负荷较多ꎬ
尤其是右前臂所做的等张收缩要比另侧部位多ꎬ能够

刺激右上肢成骨细胞的活性ꎬ使右侧前臂骨生成量增

加ꎮ 而药宏亮等[２８]研究发现ꎬ排球运动员扣球手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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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球手各腕骨骨密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由于

一侧运动也可对另一侧骨骼产生影响ꎬ排球运动虽以

扣球手运动为主ꎬ但是非扣球手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

一系列的运动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髋骨、股骨和跟

骨骨密度指标在不同排球运动水平之间的差异与桡

骨指标相反ꎬ左侧比右侧明显ꎮ 可能也与排球运动技

术特点有关ꎬ因为人体运动时需要时刻保持身体的平

衡性ꎬ右侧上肢用力时往往需要左侧下肢的发力配

合ꎮ 排球运动对于骨密度影响的不对称性ꎬ目前还没

有形成共识ꎬ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ꎮ
对不同排球运动水平的男性大学生各观察指标

进行排序发现ꎬ虽然髋骨和跟骨骨密度无法进行明确

排序ꎬ但是桡骨和股骨骨密度指标都是专业运动组>
业余运动组>普通对照组ꎬ表明骨密度和排球运动水

平有关ꎬ因为排球运动水平的高低和平时该项目的训

练密切相关ꎬ而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等因

素都会影响骨密度[２９－３０] ꎮ 提示多数排球爱好者所进

行的排球运动可能没有达到最大限度提高骨密度的

效果ꎮ 但是如何确定排球运动的强度、频率、持续时

间等ꎬ以达到最大限度改善骨密度的目的ꎬ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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