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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和公安学院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ꎬ为公安院校选材和推进高职高专学生素

质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对 ２０１７ 级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１ ０９８ 名全体学生与随机抽选的 １０ 所高职高专学校 １０ ２３１ 名学生

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进行比较ꎬ分析身体形态、生理功能和运动素质等方面的差异ꎮ 结果　 公安学院男、
女生身高比普通高专男、女生分别高 ２.９７ꎬ２.８０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ꎻ公安学院男生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比普通高专男生低 ２.９６ ｋｇ / ｍ２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男、女生肺活量体质量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ꎻ公安学院男、女生 ５０ ｍ 跑成绩比普通高专男、女生分别快 ０.２１ꎬ０.３９ ｓ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公
安学院男生立定跳远成绩比普通高专男生多 １１.４６ ｃｍꎬ公安学院女生比普通高专女生少 ８.４３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公安学院男生引体向上比普通高专男生多 ２.４１ 个ꎬ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比普通高专女生多 ５.１１ 个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公安学院男、女生 １ ０００ / ８００ ｍ 成绩比普通高专男女生分别快 ２８.８６ꎬ３３.０９ ｓ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公安学院与高职高专学生相比体质健康指标明显占优ꎬ但两者整体水平均偏低ꎮ 应进行体育

教学改革ꎬ强化学生体能训练ꎬ进一步提高学生整体体质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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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已经结合«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实施要求ꎬ每年定

期对在校学生进行体质测试ꎬ测试结果能较全面地显

示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存在的问题ꎮ 笔者通过对

安徽省 ２０１７ 级 １０ 所高职高专院校和安徽公安职业学

院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１] 测试数据进行统

计和比较ꎬ分析身体形态、生理功能、素质等方面的差

距ꎬ促使高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和学生了解学

生的体质健康状况ꎬ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ꎬ切实提高

高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安徽省 ６４ 所高职高专院校(排除女生

较多的医专和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ꎬ随机抽选

１０ 所学校 ２０１７ 级 １０ ２３１ 名学生(其中男生 ３ ４２８ 名、
女生 ６ ８０３ 名)和公安学院 ２０１７ 级 １ ０９８ 名学生(其

中男生 ９３４ 名ꎬ女生 １６４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收集并整理有关«标准»的文献

资料和法规、文件[１－３] ꎬ查阅近几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

关«标准»和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及高职

高专院校贯彻落实«标准»的相关材料[１－５] ꎮ
１.２.２　 调查法 　 在全省高校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会议

期间ꎬ对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负责人ꎬ就各校开展«标

准»情况进行调查ꎬ采集 １０ 所学校«标准» 测试原始

数据ꎮ
１.２.３　 计算公式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 体质量( ｋｇ) /
[身高(ｍ)] ２ꎻ肺活量体质量指数＝肺活量(ｍＬ) / 体重

(ｋｇ) [６]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的«标准»测试数据用 Ｅｘ￣
ｃｅｌ ２０１３ 储存建立原始数据库ꎬ分类整理数据ꎬ计量数

据均采用(ｘ±ｓ)表示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ꎬ２ 组数据资料经正态检验服从正态分布ꎬ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形态指标　 结果显示ꎬ公安学院男、女生身高比

普通高专学生分别高 ２.９７ꎬ２.８０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公安学院男、女生体重比普通

高专学生分别重 ５.５８ꎬ４.３０ ｋｇ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ＢＭＩ 比较ꎬ公安学院男生比普通高专

低 ２.９６ ｋｇ / ｍ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女生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ꎬ２ꎮ
２.２　 生理功能指标　 公安学院男、女生肺活量比普通

高专学生分别多 ３２３.３５ꎬ４６１.９１ ｍＬ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肺活量体质量指数比较ꎬ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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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两类学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表 １ꎬ２ꎮ
２.３　 素质指标　 立定跳远比较ꎬ公安学院男生成绩比

普通高专多 １１.４６ ｃｍꎬ公安学院女生成绩比普通高专

少 ８.４３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５０
ｍ 跑比较ꎬ公安学院男、女生成绩比普通高专学生分

别快 ０. ２１ꎬ０. ３９ ｓ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公安学院男生引体向上成绩比普通高专多

２.４１个ꎬ公安学院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成绩比普通高

专多 ５.１１ 个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坐位体前屈比较ꎬ男、女生成绩两类学校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 ０００ / ８００ ｍ 跑成绩比较ꎬ
公安学院男、女生成绩比普通高专学生分别快 ２８.８６ꎬ
３３.０９ ｓ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ꎬ２ꎮ

表 １　 安徽省高职高专和公安职业学院 ２０１７ 级男生体质健康指标比较(ｘ±ｓ)

院校 人数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体质量指数 /

(ｋｇｍ－２)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

质量指数
５０ ｍ 跑 / ｓ 立定跳远 / ｃｍ 引体向上 / 个

坐位体

前屈 / ｃｍ
１ ０００ ｍ 跑 / ｓ

公安学院 ９３４ １９.００±０.４７ １７６.８９±４.４６ ７１.７４±１０.３３ ２２.７９±２.８９ ４ １８６.２７±１１３.５１ ５５.３９±１３.７９ ７.３６±０.２１ ２３０.３５±２３.０４ ５.７２±３.２８ １４.２２±６.７９ ２３２.６９±２０.２０
普通高专 ３ ４２８ １９.００±０.１６ １７３.９２±５.４１ ６６.１６±１２.３５ ２５.７０±３.２６ ３ ８６２.９２±７１３.５５ ５５.５７±１４.２０ ７.６１±０.７４ ２１８.８９±４４.７１ ３.３１±２.６５ １２.８０±６.８６ ２６１.５５±３２.４４
ｔ 值 １.０２ －８１.６２ １０.２１ １.７３ ６.９６ －０.２９ －６.９０ ５.２２ １５.３２ ３.２２ －１.６４
Ｐ 值 ０.８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７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４

表 ２　 安徽省高职高专和公安职业学院 ２０１７ 级女生体质健康指标比较(ｘ±ｓ)

院校 人数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体质量指数 /

(ｋｇｍ－２)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

质量指数
５０ ｍ 跑 / ｓ 立定跳远 / ｃｍ

１ ｍｉｎ 仰卧

起坐 / 个
坐位体

前屈 / ｃｍ
８００ ｍ 跑 / ｓ

公安学院 １６４ １９.００±０.３７ １６５.３９±３.８７ ５８.５９±６.０９ ２１.４２±２.４４ ２ ６７６.８８±４７９.４７ ４５.９５±８.２５ ９.０４±０.５９ １６７.７３±１６.２４ ３４.６７±５.１６ １６.４７±１５.１４ ２１８.５４±１３.７７
普通高专 ６ ８０３ １９.００±０.２１ １６２.５５±５.０３ ５４.２８±９.０９ ２０.６０±３.６９ ２ ２１４.９７±６４１.６９ ５２.８２±１５.８９ ９.４３±０.８５ １７６.１６±１４.５９ ２９.５６±７.０３ １５.０４±５.８１ ２５１.６３±２４.１９
ｔ 值 １.０７ －８１.６２ ６.６４ １.７６ ７.２４ １６.０５ －４.５６ －４.７２ １０.０３ １.０７ －１５.７３
Ｐ 值 ０.８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２

３　 讨论

身高是反映骨骼发育状况和人体纵向发育水平

的重要指标ꎮ 本文中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 ２０１７ 级男

女学生与公安职业学院学生身高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ꎻ由于公安院校对学生的身高有要求(男子不

低于 １７０ ｃｍꎬ女生不低于 １６０ ｃｍ)ꎬ所以存在身高差

异ꎮ 由于公安学院男女生整体身高比较高ꎬ所以体重

有差异ꎮ 根据«标准» [１] ꎬ学生 ＢＭＩ 的正常指标是 １８ ~
２４ ｋｇ / ｍ２ꎬ公安学院组男生在合理范围内ꎬ高职高专院

校组男生大于 ２４ ｋｇ / ｍ２ꎬ与男生缺乏体育锻炼有关ꎻ
女生均在合理范围内ꎬ２ 组之间无区别ꎮ

肺活量体质量指数是人体测量复合指标之一ꎬ用
以评价人体生理功能水平ꎬ是人体呼吸功能的重要指

数[７] ꎮ 结果显示ꎬ公安学院组男女生肺活量均高于高

职高专组ꎬ但 ２ 组男生和女生肺活量体重指数均只达

到«标准»等级的及格ꎬ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整体水

平偏低ꎮ 应加强肺通气方面的练习ꎬ多进行有氧耐力

训练ꎮ
立定跳远主要反映人体的下肢爆发力ꎮ 公安学

院男生组成绩高于高职高专组ꎻ公安学院女生立定跳

远成绩低于高职高专组ꎮ 但只达到«标准»等级中的

及格水平ꎻ说明 ２ 组学生的下肢力量和爆发力身体素

质整体偏低ꎮ ５０ ｍ 跑反映无氧代谢能力和爆发力ꎮ
公安学院男生组、女生 ５０ ｍ 成绩高于高职高专组ꎬ但
男生和女生组 ５０ ｍ 成绩均只达到«标准»等级中的及

格水平ꎬ无氧代谢能力还需加强ꎮ 坐位体前屈用于反

映人体柔韧性素质ꎮ 高职高专组与公安学院组比较

并无较大区别ꎮ 男生组和女生组均只达到«标准»等

级中的及格水平ꎮ 坐位体前屈项目是中考体育加试

必考项目ꎬ基础比较好ꎬ另外柔韧练习不受场地设施

的限制ꎬ学生比较容易练习ꎮ 引体向上是反映上肢力

量的重要指标ꎬ公安学院男生引体向上成绩比普通高

专多 ２.４１ 个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但男生组成绩均未

达到«标准»体测标准等级中的及格水平ꎮ １ ｍｉｎ 仰卧

起坐是腹肌力量的指标ꎬ高职高专组与公安学院组比

较ꎬ公安女生 １ ｍｉｎ 仰卧起坐成绩比普通高专多 ５.１１
个ꎬ但女生组成绩均只达到«标准» 等级中的及格水

平ꎮ １ ０００ / ８００ ｍ 是反映有氧耐力的重要指标ꎬ公安

学院男生 (１ ０００ ｍ) 成绩和公安女生 (８００ ｍ)成绩比

普通高专快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但男生组成绩均只

达到«标准»等级中的及格水平ꎬ整体水平很低ꎮ
由于公安从事的是一个特殊的职业ꎬ时刻会面临

危险ꎬ要保持良好的临战状态就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

质、顽强的意志品质ꎮ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公安院校

要重新制定体测选材标准ꎬ以促进学生锻炼的热情ꎬ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ꎮ 全省的高校体能课程次数要相

应增加ꎬ教学内容上加强有氧代谢、力量练习及无氧

代谢等方面的练习ꎮ 同时深化体育教学改革ꎬ引导学

生从被动训练到主动训练ꎬ改进学生身体功能和运动

素质指标ꎬ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整体体质健

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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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基金项目】 　 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慢病重点学科项目

(１５ＧＷＺＫ０８０１)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６０２８０６)ꎮ
【作者简介】 　 张一鸣(１９７３－　 )ꎬ男ꎬ浙江德清人ꎬ大学本科ꎬ副主任医

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非传染性流行病学ꎻ王莹莹

(１９９３－　 )ꎬ女ꎬ江苏南京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向为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ꎮ
张一鸣和王莹莹为共同第一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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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青春期女生碘营养及甲状腺异常状况

张一鸣１ꎬ王莹莹２ꎬ王学才１ꎬ董晓莲１ꎬ江峰２ꎬ付朝伟２ꎬ王娜２ꎬ姜庆五２

１.浙江省德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３１３２００ꎻ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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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元素是合成人体内多种生长激素的原料ꎬ素有

“智力元素”之称ꎮ 碘缺乏是儿童发育迟缓、大脑损伤

和智力下降的主因[１] ꎬ现阶段全世界约有 ２５％的学龄

儿童患有碘缺乏症[２] ꎮ 青春期儿童处于性器官发育、
第二生长高峰等关键时期ꎬ对碘需要量相应增加ꎻ同
时ꎬ由于饮食习惯、摄食量的差异ꎬ女生碘摄入量往往

低于男生ꎬ因此青春期女生更易发生碘缺乏ꎮ 国外研

究发现ꎬ处于青春期生长发育阶段的 １４ ~ １５ 岁女生

中ꎬ超过 ２ / ３ 存在碘缺乏现象[３] ꎮ 碘缺乏也是甲状腺

肿最直接、最主要的危险因素[４] ꎮ 甲状腺异常的女性

高发趋势在成人中较为普遍[５] ꎬ但在 １０ 岁以下学龄

儿童中性别差异并不明显[６] ꎮ 浙江省德清县地貌特

殊ꎬ西部为山脉、东部为平原ꎻ居民喜食腌制食物ꎬ而
较少摄入富碘海产品ꎮ 既往监测显示ꎬ德清县 ８ ~ １０
岁学龄儿童碘缺乏比例上升[７] ꎮ 本研究通过评估德

清县学龄女生在青春期不同发育阶段的碘营养状况ꎬ
并分析其对甲状腺肿患病的影响ꎬ为该地区青春期女

生碘营养的监测与加强ꎬ及后续更好地识别女性甲状

腺异常的高发起始点提供初步线索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１１ 月ꎬ考虑到德清县的地形

地貌、项目的开展条件、研究现场的代表性等多方面

因素ꎬ在德清县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各选择 １ 个乡镇ꎬ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１ 所中学作为研究现场ꎬ整群抽取

该校全部初一女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共获得对象 １２４ 名ꎬ
３ 名拒检ꎬ最终有 １２１ 名参与本研究ꎬ应答率为９７.６％ꎮ
年龄范围为 １２ ~ １４ 岁ꎬ平均为(１２.８６±０.４７)岁ꎮ 研究

方案经复旦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研究对象及其

父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１.２.１　 盐样采集及检测 　 用采样密封袋收集家中正

在食用的盐样约 ２０ ｇꎬ采用«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碘的测定(ＧＢ / Ｔ １３０２５.７—２０１２)»检测盐碘含量[８] ꎮ
１.２.２　 尿样采集及检测　 为区别家庭及学校饮食、生
活状态对学生尿碘的影响ꎬ分别采集同一周内周一、
周四的清晨随机尿样各 ５０ ｍＬ(分别称为“周一尿”
“周中尿”)ꎮ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ＩＣＰ －
ＭＳ)检测尿碘含量[９] ꎮ
１.２.３　 甲状腺 Ｂ 超检查　 采用 ｍｉｎｄｒａｙ ＰＤ－２Ｃ００３２５５
型超声诊断仪进行甲状腺 Ｂ 超检查ꎮ
１.３　 评价标准

１.３.１　 食用盐碘标准　 按照«食用盐碘含量国家标准

( ＧＢ ２６８７８—２０１１)»ꎬ盐碘含量<５ ｍｇ / ｋｇ 为非碘盐ꎬ
≥５ ｍｇ / ｋｇ 为碘盐ꎮ 其中 １８ ~ ３３ ｍｇ / ｋｇ 为合格碘盐ꎬ５
~ ８ ｍｇ / ｋｇ 或>３３ ｍｇ / ｋｇ 为不合格碘盐[１０] ꎮ
１.３.２ 　 碘营养状况评价标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推荐的评价标准ꎬ学龄儿童及成人尿碘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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