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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宁夏地区大学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来下肢力量与柔韧性的变化趋势ꎬ为指导大学生提高下肢力量与

柔韧性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中选取宁夏地区 １９ ~ ２２ 岁年龄段的大学生体质健

康数据ꎬ采用均值±标准差及指标达标情况进行描述ꎬ分析下肢力量与柔韧性指标的发展趋势ꎮ 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宁
夏地区大学生男、女生下肢力量变化趋势均呈先降后升再降(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女生柔韧性变化趋势均先升后降(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男生坐位体前屈和 ２０１０ 年立定跳远均值均表现为农村高于城市ꎬ女生 ２０００ 年坐位体前屈农村高于城市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９６ꎬ－４.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１４ 年不同年龄段女生立定跳远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余各

年份男、女生立定跳远及坐位体前屈的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地区大学生

男、女生下肢力量与柔韧性水平均有下降趋势ꎬ需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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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质的健康不但关系到个人、家庭ꎬ而且与民族、
国家密切相关ꎮ 近年来ꎬ我国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持

续下降[１－２] ꎬ已经严重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ꎮ
大学生处于身体发育的最后阶段ꎬ该时期的生长发育

对于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至关重要[３－４] ꎮ 本

文依据宁夏地区 １９ ~ ２２ 岁年龄段的大学生体质健康

数据ꎬ分析该地区大学生 １４ 年来下肢力量及柔韧性的

变化趋势ꎬ 为学生体质健康干预措施的制定提出

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 次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数据中选取宁夏地区 １９ ~ ２２ 岁年龄段的大

学生数据ꎮ 其中 ２０００ 年 １ ６００ 名(男生 ８００ 名ꎬ女生

８００ 名)ꎻ２００５ 年 １ ５４０ 名(男生 ７７０ 名ꎬ女生 ７７０ 名)、
２０１０ 年 １ ６００ 名(男生 ８００ 名ꎬ女生 ８００ 名) 、２０１４ 年

１ ６００ 名(男生 ８００ 名ꎬ女生 ８００ 名)ꎮ 所有参与调研

的学生均自愿参加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主要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５] ꎬ下肢力量以立定跳远指标反映ꎬ柔韧性

以坐位体前屈指标反映ꎮ 分析 ２ 项指标不同年代的变

化趋势ꎬ并比较不同年份相同性别城乡和年龄组间的

变化趋势ꎮ 各项指标以均值以及达标情况(不及格

率、及格率、良好率、优秀率)进行比较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各项

６３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指标定量分析采用( ｘ±ｓ)表示ꎬ正态分布资料组间比

较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ꎬ非正态资料比较选择非参数

检验ꎮ 定性分析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ꎬ百分率的比较

依据资料类型选择 χ２ 检验或秩和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成绩变化趋势　 由

表 １ ~ ２ 可见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地区大学生男生和女

生立定跳远成绩均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女生立

定跳远成绩均值下降较男生明显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女
生均值上升幅度较男生大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生均值

下降幅度稍高于女生ꎮ 从时间序列累积增长指标分

析ꎬ男生均值下降程度高于女生 １.９５ ｃｍꎮ 从增长速度

来看ꎬ女生环比增速均比男生快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女生累

积增速也稍高于男生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地区大学生男生和女生坐位

体前屈成绩均先升后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男生坐位体前屈均值上升

幅度较女生大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生均

值下降程度均较女生高ꎮ 总体来看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男

生坐位体前屈变化程度均高于女生ꎮ 从时间序列累

积增长指标分析ꎬ男生均值累积减少 ２.２３ ｃｍꎬ女生增

加 ０.５１ ｃｍꎮ 从增长速度来看ꎬ男生环比增速均快于女

生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男生累积增速为负ꎬ女生为正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年份大学生立定跳远和

坐位体前屈成绩比较(ｘ±ｓꎬｃｍ)

性别 年份 人数 统计值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男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３１.５０±１４.２４ １３.７１±５.６９

２００５ ７４２ ２２６.８６±１８.８５ １５.８５±４.９３
２０１０ ７９９ ２３０.９７±１８.６６ １３.３３±７.２８
２０１４ ８００ ２２１.２４±１９.０５ １１.４８±７.４７

Ｚ 值 １７１.７３ １６８.２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７１.７１±１４.３６ １４.０１±３.９５
２００５ ７４３ １６６.７３±１６.２３ １５.３５±４.９７
２０１０ ７９９ １７２.６４±１６.５３ １４.５８±６.５０
２０１４ ８００ １６３.４０±１５.４０ １４.５２±６.７３

Ｚ 值 １９０.８７ ２３.３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部分年份数据有缺失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学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立定跳远和坐位体前屈成绩时间序列增长量和增长速度

性别 增长指标
立定跳远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坐位体前屈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男 增长量 / ｃｍ 逐期 －４.６４ ４.１１ －９.７３ ２.１４ －２.５２ －１.８５

累积 －４.６４ －０.５３ －１０.２６ ２.１４ －０.３８ －２.２３
增长速度 / ％ 环比 －２.００ １.８１ －４.２１ １５.６１ －１５.９０ －１３.９０

累积 －２.００ －０.２３ －４.４３ １５.６１ －２.７７ －１６.２０
女 增长量 / ｃｍ 逐期 －４.９８ ５.９１ －９.２４ １.３４ －０.７７ －０.０６

累积 －４.９８ ０.９３ －８.３１ １.３４ ０.５７ ０.５１
增长速度 / ％ 环比 －２.９０ ３.５４ －５.３５ ９.５６ －５.０２ －０.４１

累积 －２.９０ ５.４２ －４.８４ ９.５６ ４.０７ ３.６４

２.２　 大学生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达标情况　 由表 ３
可见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宁夏地区大学生立定跳远男生

不及格率均高于女生ꎬ女生优秀率均高于男生(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生及格率逐年下降ꎻ女
生及格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有所提高ꎬ 而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间逐年下降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男生良好率呈上

升趋势ꎬ女生呈下降趋势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男、女生良好

率均上升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女生良好率均下降ꎬ且
男生下降幅度大于女生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男生坐位体前屈不及格率下降ꎬ
女生稍有升高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男、女生不及格率均上

升ꎬ女生上升幅度稍高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生不及格率

上升ꎬ而女生不及格率下降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女生及

格率逐年下降ꎬ而男生则呈先降后升趋势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ꎬ男、女生良好率均升高ꎬ男生良好率高于女

生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男 生 良 好 率 下 降ꎬ 女 生 升 高ꎻ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 男、 女 生 良 好 率 均 呈 下 降 趋 势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男生优秀率均比女生高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立定跳远和坐位体前屈达标情况分布比较

年份 性别 人数
立定跳远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χ２ 值 Ｐ 值

坐位体前屈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χ２ 值 Ｐ 值
２０００ 男 ８００ ５４(６.７５) ６７１(８３.８８) ６４(８.００) １１(１.３８) １ ９８２.４９ ０.００ ３０(３.７５) ６０８(７６.００) １１９(１４.８８) ４３(５.３８) １ ５１０.４９ ０.００

女 ８００ ５３(６.６３) ５６０(７０.００) １５０(１８.７５) ３７(４.６３) １ ２０１.８５ ０.００ ２５(３.１３) ７０５(８８.１３) ５８(７.２５) １２(１.５０) ２ ２７４.３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５ 男 ７４２ １１９(１６.０４) ５２６(７０.８９) ７７(１０.３８) ２０(２.７０) １ １３２.９０ ０.００ ６(０.８１) ４５２(６０.８３) ２０８(２７.９９) ７７(１０.３６) ８２９.２２ ０.００

女 ７４３ １０９(１４.１７) ５６３(７３.２１) ７５(９.７５) ２２(２.８６) １ ２９７.７５ ０.００ ２５(３.３２) ５５７(７３.９７) ９８(１３.０１) ７３(９.６９) １ ３０３.６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０ 男 ７９９ ６５(８.１４) ５８４(７３.０９) １２６(１５.７７) ２４(３.００) １ ３４８.６８ ０.００ ６９(８.６３) ５２４(６５.５０) １０９(１３.６３) ９８(１２.２５) ９３８.８１ ０.００

女 ７９９ ５４(６.７５) ５７８(７２.２５) １１６(１４.５０) ５２(６.５０) １ ２８７.７３ ０.００ ９０(１１.２５) ５１４(６４.２５) １１３(１４.１３) ８３(１０.３８) ８７９.６９ ０.００
２０１４ 男 ８００ １９１(２３.８８) ５５１(６８.８３) ５３(６.６３) ５(０.６３) １ ２１９.９５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１４) ５２１(０.６７) ９５(０.１２) ５７(０.０７) ９７０.５８ ０.００

女 ８００ １６９(２１.１３) ５５３(６９.１３) ６０(７.５０) １８(２.２５) １ １８８.６３ ０.００ ８４(１０.５７) ５１０(６４.１５) １０８(１３.５８) ９４(１１.８２) ８６６.０１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年份数据有缺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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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大学生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成绩城乡、年龄组

差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ꎬ宁夏地区大学男生立定跳远

除 ２０１４ 年外ꎬ其余各年份城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ꎬ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５ 年城市大于农村ꎬ２０１０
年农村大于城市ꎮ 坐位体前屈各年份城乡差异均为

农村大于城市(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不同

年龄组男生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ꎬ宁夏地区大学女生立定跳远成绩

城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坐位体前

屈仅在 ２０００ 年ꎬ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表
现为农村高于城市ꎮ 除 ２０１４ 年外ꎬ其余各年份不同年

龄组女生立定跳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各年份不同年龄组女生坐位体前屈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 ~ ５ꎮ

表 ４　 不同年份城乡大学生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成绩比较(ｘ±ｓꎬｃｍ)

年份 城乡 统计值
男生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女生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２０００ 城市 ２３２.６２±１４.１７ １３.００±６.１９ １７１.９８±１４.０１ １３.３９±４.１１

农村 ２３０.３９±１４.２３ １４.４０±５.０６ １７１.４４±１４.７２ １４.６３±３.６９
ｔ 值 ２.２２ －３.６０ ０.５８ －４.５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城市 ２２９.５７±１９.１７ １５.３８±５.１１ １６６.１３±１８.０９ １５.２８±５.１０
农村 ２２４.０６±１８.１２ １６.３４±４.６９ １６７.３５±１４.０７ １５.４２±４.８４

ｔ 值 ４.０２ －２.６５ －１.０４ －０.３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０ 城市 ２２９.０２±１８.９２ １２.６８±７.５９ １７３.２３±１９.００ １４.６２±６.６９
农村 ２３２.９１±１８.２１ １３.９７±６.９１ １７２.０６±１３.６４ １４.５３±６.３２

ｔ 值 －２.９６ －２.５１ １.００ ０.１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８５

２０１４ 城市 ２２０.４２±２０.４１ １０.５５±７.６５ １６２.５２±１５.５７ １４.７３±６.７５
农村 ２２２.０６±１７.５９ １２.４０±７.１８ １６４.２８±１５.１９ １４.３０±６.７２

ｔ 值 －１.２２ －３.４８ －１.６２ ０.９０
Ｐ 值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３７

表 ５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大学生立定跳远和坐位体前屈成绩比较(ｘ±ｓꎬｃｍ)

性别 年龄 / 岁 统计值
２０００ 年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２００５ 年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２０１０ 年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２０１４ 年

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
男 １９ ２３１.３０±１４.９４ １３.７９±４.７３ ２２６.１４±１８.０１ １５.９３±５.００ ２３０.９４±１６.９０ １２.５６±７.８５ ２２１.１８±２０.９７ １２.００±７.５１

２０ ２３２.６１±１２.４４ １３.７８±４.５８ ２２８.４６±２０.３８ １５.３８±５.２２ ２３１.４２±１９.５５ １３.３９±６.４５ ２２２.５１±１７.４１ １１.３３±７.６６
２１ ２３０.８６±１５.７７ １２.９１±５.７６ ２２６.５０±１８.４９ １６.０６±４.７０ ２３２.５２±１７.１７ １２.９９±７.４０ ２２２.２８±１９.３５ １１.４７±７.５３
２２ ２３１.２６±１３.６４ １４.３７±７.２４ － － ２２９.００±２０.７１ １４.３８±７.２９ ２１９.００±１８.２３ １１.０９±７.２０

Ｚ 值 １.７５ ５.５８ １.６０ １.５４ ２.８２ ４.９５ ４.２２ ０.７９
Ｐ 值 ０.６３ ０.１３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２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８５

女 １９ １７０.１８±１４.２８ １３.５２±３.４６ １６４.９６±１５.４１ １５.２７±４.６０ １７２.５３±１３.７０ １４.１２±６.３５ １６６.０９±１５.８７ １４.８８±６.８５
２０ １７３.０５±１３.６９ １４.１１±４.０９ １６７.９４±１７.００ １５.６０±５.０５ １７１.８０±１８.１８ １４.４０±６.２６ １６４.６７±１４.６３ １５.３４±６.１６
２１ １７１.９７±１４.７５ １４.３０±４.２１ １６７.３５±１６.２４ １５.２５±５.２８ １７３.０４±１９.００ １４.７１±６.４７ １６１.８８±１５.３１ １３.７０±６.４５
２２ １７１.６３±１４.６７ １４.１２±４.００ － － １７３.２１±１４.７２ １５.０７±６.９１ １６０.９６±１５.３１ １４.１６±７.３３

Ｚ 值 ５.６６ ５.５９ ５.８５ １.９１ ２.５５ １.６９ １３.３１ ６.８７
Ｐ 值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３９ ０.４７ ０.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８

３　 讨论

立定跳远是衡量人体下肢力量的重要指标ꎬ是国

家体质健康标准的重要测试项目之一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男生立定跳远成绩累积下降 １０.２６ ｃｍꎬ女生累积下

降 ８.３１ ｃｍꎻ从平均水平来看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 次测试

结果均是男生高于女生ꎮ 而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 次测

试结果立定跳远的达标情况分析发现ꎬ男生立定跳远

的不及格率均高于女生ꎬ女生优秀率高于男生ꎮ 可能

是因为身体素质较差的女生对下肢力量测试项目的

参与率比男生低ꎬ并且该项目对男女生的评判标准不

同ꎬ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ꎮ
坐位体前屈反映学生柔韧性水平ꎬ柔韧性的好坏

对增强身体运动功能与防治运动损伤发生均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６] 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男生坐位体前屈成绩

累积下降 ２.２３ ｃｍꎬ女生累积升高 ０.５１ ｃｍꎮ 从平均水

平来看ꎬ除 ２００５ 年以外ꎬ女生成绩均高于男生ꎮ 而对

坐位体前屈的达标情况分析发现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女生

及格率逐年下降ꎬ且男生优秀率均比女生高ꎮ 可能与

男女生对于坐位体前屈指标的测试标准不同ꎬ且女生

的柔韧性比男生好有关ꎻ但根据不同达标率评判ꎬ却

发现男生柔韧性水平高于女生ꎮ 提示女生虽然自身

骨质密度比男生低ꎬ可以使身体最大程度的弯曲ꎬ但
缺乏体育锻炼ꎬ柔韧性依旧不如男生ꎮ 提示男、女生

均应注意加强体育锻炼ꎬ长时间巩固练习找到拉伸极

限位置ꎬ避免在完成体育动作时肌肉拉伤的发生ꎬ提
高关节灵活性ꎮ

从城乡差异来看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宁夏地区大学生

男生立定跳远均值在 ２００５ 年表现为城市大于农村ꎬ
２０１０ 年农村大于城市ꎮ 而女生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立定

跳远均值城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宁夏地区大学男、女生坐位体前屈均值均表现为农村

大于城市ꎬ与梁志静等[７] 研究结果相似ꎮ 城乡的经济

收入、生活习惯、社会环境因素等不同都可导致学生

身体素质的差别ꎮ 从年龄组差异来看ꎬ只有 ２０１４ 年女

生立定跳远均值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余各年

份男、女生立定跳远及坐位体前屈均值的年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对于大学生来说ꎬ下肢力量和柔

韧性方面与年龄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ꎮ
(下转第 １５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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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生活水平的差异逐步缩小ꎬ郊区学生用眼行为与

城市学生越来越相近有关[１０] ꎮ 随着年级的增加ꎬ视力

不良检出率不断增长ꎬ普通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

达 ９０％ꎬ除遗传因素外ꎬ主要由于高年级学生学习压

力大ꎬ课业负担重ꎬ电视、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

使用率和使用时间不断增加ꎬ导致视近时间和负荷越

来越多ꎬ户外活动及睡眠时间随之减少ꎬ加重眼疲

劳[１１－１３] ꎮ 职业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低于普通高中

生ꎬ说明学生视力不良的发生与课业负担及用眼负荷

等有关ꎮ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近视

防控政策及技术指导ꎬ倡导全社会关注学生视力健

康ꎬ营造爱眼护眼氛围ꎬ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用眼环境ꎬ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行为ꎮ 近

视不可治愈ꎬ重点在于预防ꎮ 既要防控低年龄组的新

发近视ꎬ还要防控近视严重程度的加深ꎬ防止出现病

理性近视[１２] ꎮ 近视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ꎬ预防近视不能只针对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环节采

取单一的防控措施[１４] ꎬ需要通过政府主导、全社会动

员、社会资源整合、学校家庭联动等手段ꎬ共同建立视

力保护综合防控机制ꎮ 既要从科学知识宣传教育、良
好视觉环境建设、增加日间户外活动时间等方面进行

整体防控ꎬ又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各自的特点ꎬ采
用差异化、个体化的针对性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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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学校应加大对学生的体育活动安排力度ꎬ更
新体育设施ꎬ着重提高女生对各种项目的参与率ꎬ并
且以减少不及格率ꎬ增加良好、优秀率为目标ꎬ采取相

关措施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ꎮ 大力提倡中等强

度(心率为 １３０ ~ １５０ 次 / ｍｉｎ)、中等频率 ( １５０ ~ １８０
ｍｉｎ / 周)、３ ~ ６ 个月的运动[８] ꎮ 如果有条件可以增设

游泳、跆拳道、有氧健身操、瑜伽等课程[９－１１] ꎬ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下肢力量与柔韧性ꎮ 与此同时ꎬ应提高学

生的锻炼意识ꎬ发挥家长的积极导向作用ꎬ并结合以

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为原则的体育课程ꎬ重视体质测试

的结果反馈ꎮ 政府和学校可联合指导学生如何进行

体育锻炼ꎬ帮助学生提高自身身体素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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