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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广西医科大学在校男大学生体测成绩与身体肌肉参数的相关性ꎬ为改善大学生体质健康提供科

学依据ꎮ 方法　 随机抽取 ６０７ 名广西医科大学在校男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并采用奥美体成分测量仪( ＴＡＮＩＴＡ ＭＣ－１８０)
测量肌肉量、肌肉量比值ꎮ 参照国家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统一测试被试的肺活量、５０ ｍ 跑、１ ０００ ｍ 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

远及引体向上的成绩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ꎮ 结果　 不同肌肉量水平组男大学生 ＢＭＩ、肺活量及肺活

量体重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２２８.４１５ꎬ１０.７９４ꎬ４０.２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即男大学生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肺
活量均值均为肌肉量多组>肌肉量平均组>肌肉量少组ꎬ而肺活量体重指数均值为肌肉量少组>肌肉量平均组>肌肉量多

组ꎮ ３ 组被试的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及引体向上的成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４.０３６ꎬ４.０２７ꎬ５２.２５０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ꎬ其中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成绩的均值均为肌肉量平均组最高ꎬ引体向上成绩均值肌肉量多组最低ꎮ ３ 组被试的 ５０
ｍ 跑和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３ 组被试的肺活量和 １ ０００ ｍ 跑成绩的及格率均达到 ５０％以上ꎬ立定跳远、
坐位体前屈和 ５０ ｍ 跑成绩的达标率均达到 ８７％以上ꎬ而各肌肉量水平的男大学生引体向上成绩的不及格率均高达 ７５％以

上ꎮ 结论　 男大学生不同的肌肉量对体测成绩有不同的影响ꎮ 保持适当的肌肉量ꎬ加强锻炼身体各部位肌肉力量ꎬ对改善

大学生体质健康有一定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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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体能测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大学生加强 锻炼提高体质健康水平ꎬ让学生意识到健康对人一生

进步发展的重要性ꎮ 身体成分是个体健康和身体素

质方面的关键组成部分ꎮ 国内外研究显示ꎬ身体成分

与运动能力有密切的关系[１－３] ꎬ而身体的肌肉含量对

体质健康也有重要影响ꎮ 众所周知ꎬ肌肉是运动时的

动力性器官ꎬ人体完成某个动作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完

成ꎬ而需要能量的多少又与肌肉量有很大关系ꎬ且不

同体测项目及运动形式对大学生身体肌肉含量的要

８４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２



求也不同ꎮ 本文重点阐述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身体

肌肉量与体测成绩的关系ꎬ为提高大学生体测成绩ꎬ
改善体质健康提供一定的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广西医科大学非体育专业在校男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 岁ꎻ(２)所有

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１)合并有

严重肝肾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心血管疾病等ꎻ(２)近

１ 年内有服用糖皮质激素、抗结核药物等ꎻ(３)近 １ 年

有外伤及手术史等ꎻ(４)配合度差或拒绝参与本次研

究ꎮ 最终有 ６０７ 名在校男大学生纳入研究ꎬ年龄为 １８
~ ２５ 岁ꎬ平均年龄、身高、体重及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分

别为( １９. ９９ ± １. ４９) 岁、( １６９. ０２ ± ５. ９２) ｃｍ、 ( ５８ ７５ ±
８ ８９)ｋｇ 及(２０.５２±２.６５)ｋｇ / ｍ２ꎬ总体上在校男大学生

的身高、体重与身体质量指数处于良好水平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体成分测定　 利用奥美体成分测试仪(日本

ＴＡＮＩＴＡ 生产ꎬ型号:ＭＣ－１８０)测定大学生体成分ꎮ 具

体过程为:受试者着轻衣服ꎬ脱去鞋袜和金属电子物

品后站立于体成分仪上ꎬ双脚的前脚掌和后脚跟分别

踏在仪器的足部电极上ꎬ双手稍微用力握住手部电

极ꎬ身体放松ꎬ双臂自然下垂ꎬ操作计算机ꎬ点击开始

测量ꎮ 最后得到本研究需要的肌肉量、肌肉量比值的

数据ꎮ 体成分的测量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

负责ꎮ ＭＣ－１８０ 体成分仪是以亚洲人群为对象ꎬ通过

生物电阻分析法测量人体阻抗来评估人的体成分ꎮ
为使数据便于整理分析ꎬ本文根据 ＭＣ－１８０ 型仪器系

统数据库提供的肌肉量评判标准作为肌肉量分组的

依据[４] ꎬ将 ６０７ 名男大学生分为 ３ 组ꎬ分别为肌肉量少

组(肌肉量水平低ꎬ１８０ 名)、肌肉量平均组(肌肉量水

平中等ꎬ３９５ 名) 及肌肉量多组 ( 肌肉量水平高ꎬ ３２
名)ꎮ
１.２.２　 体能项目测定测试　 体能测试内容包括身高、
体重、肺活量、５０ ｍ 跑、１ ０００ ｍ 跑、坐位体前屈、立定

跳远、仰卧起坐、引体向上ꎮ 参照国家体质健康测试

标准ꎬ统一由该校体育老师进行测试ꎬ具体测试方法

严格按照国家 ２０１４ 年最新实施的«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 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５] 的要求进行ꎮ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ｍ２)ꎮ 根据评分标准ꎬ≥９０ 分为优秀ꎬ８０
~ ８９.９ 分为良好ꎬ６０ ~ ７９.９ 分为及格ꎬ≤５９.９ 分为不

及格[５] ꎮ
１.３　 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分析软

件ꎮ 正态资料采用方差分析ꎬ方差不齐用非参数检

验ꎬ数据表示为均数±标准差(ｘ±ｓ)或中位数±四分位

数间距(Ｍ±Ｑ)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体测成绩　 不同肌肉

量水平组的 ＢＭＩ、肺活量及肺活量体重指数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２２８.４１５ꎬ１０.７９４ꎬ４０.２４５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ꎮ 经两两比较ꎬ男大学生的 ＢＭＩ、肺活量水平

均为肌肉量多组>肌肉量平均组>肌肉量少组ꎬ而肺活

量体重指数均值为肌肉量少组>肌肉量平均组>肌肉

量多组ꎮ 不同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立定跳远、坐位体

前屈及引体向上的成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

别为 ４.０３６ꎬ４.０２７ꎬ５２.２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中立定跳

远、坐位体前屈均为肌肉量平均组>高肌肉量多组、肌
肉量少组ꎬ引体向上成绩均值为肌肉量少组和平均组

>肌肉量多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被试的 ５０ ｍ 和 １ ０００ ｍ 跑成绩不同肌肉量水平中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肌肉量男大学生体能测试成绩比较(ｘ±ｓ)

肌肉量

分组
人数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重指数 /

(ｍＬｋｇ－１ )

立定跳远 /
ｃ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引体向上 /

个∗
５０ ｍ 跑 １ ０００ ｍ 跑

少 １８０ １８.３５±１.２９ ３ ４９６.１５±６０３.４３ ６８.０９±９.９９ ２３４.３０±１８.６７ １２.０１±６.４３ ６.００±６.７５ ７９.１１±８.７６ ７０.０８±９.９７
平均 ３９５ ２１.０９±２.１３ ３ ６６８.３７±６８９.４８ ６０.９６±１１.５１ ２３９.２４±２２.１７ １３.６９±６.７４ ６.００±７.００ ８０.４９±１０.１５ ６９.８６±１２.５６
多 ３２ ２５.７０±３.３４ ４ ０５８.４１±７４６.５６ ５２.５８±９.４１ ２３３.２２±２１.７４ １３.０９±５.７７ １.５０±５.７５ ８１.８４±１１.４５ ６６.３８±１５.８２
Ｆ 值 ２２８.４１５ １０.７９４ ４０.２４６ ４.０３６ ４.０２７ ５２.２５０ １.７１７ １.３３９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０.２６３

　 注:∗为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Ｍ±Ｑ)ꎮ

２.２　 不同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体测成绩分布　 由表

２ 可知ꎬ在 ３ 组不同肌肉量水平中ꎬ男大学生肺活量测

试结果的及格率均达到 ５０％以上ꎮ 相比于低、高肌肉

量水平ꎬ中等肌肉量水平被试立定跳远成绩的达标率

和优秀率最高ꎬ分别为 ９５.３１％和 １２.１５％ꎬ而不及格率

最低ꎮ 各肌肉量水平的男大学生引体向上成绩的不

及格率均高达 ７５％以上ꎻ而坐位体前屈成绩达标率相

差不大ꎬ分别为 ９２.７８％ꎬ９２.９１％和 ９３.７５％ꎻ５０ ｍ 跑成

绩达标率均高达 ９８％以上ꎮ 肌肉量水平高的男大学

生 ５０ ｍ 跑成绩达标率为 １００％ꎬ 且优秀率达到了

３１ ２５％ꎮ 低肌肉量水平被试的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达标

率高达 ９２.２３％ꎬ但优秀率和良好率共计仅为 １４.４５％ꎮ

９４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２



总体上绝大部分人数集中于及格的区间ꎮ

表 ２　 不同肌肉量男大学生体测成绩分布 / ％

体测项目 肌肉量水平 优秀率 良好率 及格率 不及格率
肺活量 低 １.６７ １２.７８ ７７.７８ ７.７７

中 ３.５４ １４.１８ ７０.８９ １１.３９
高 ９.３８ １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２１.８７

立定跳远 低 ５.００ ２０.５６ ６８.３３ ６.１１
中 １２.１５ ２５.０６ ５８.４８ ４.３１
高 ６.２５ １８.７５ ６２.５０ １２.５０

引体向上 低 １.６７ １.６７ ２０.００ ７６.６６
中 ２.５３ ０.７６ １９.７５ ７６.９６
高 ０ ０ ６.２５ ９３.７５

坐位体前屈 低 ７.２２ １０.００ ７５.５６ ７.２２
中 １２.１５ １４.４３ ６６.３３ ７.０９
高 ６.２５ ２１.８８ ６５.６２ ６.２５

５０ ｍ 跑 低 １４.４４ １５.５６ ６９.４４ ０.５６
中 ２２.２８ ２１.０１ ５４.９４ １.７７
高 ３１.２５ １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０

１ ０００ ｍ 跑 低 １.６７ １２.７８ ７７.７８ ７.７７
中 ３.５４ １４.１８ ７０.８９ １１.３９
高 ９.３８ １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２１.８７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最近 ３０ 年以来ꎬ 中国大学生的体

质在持续下降[６－７] ꎬ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现状不容乐观ꎮ
本文研究对象为广西在校大学生ꎬ其中大部分来自广

西本地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疆ꎬ地势以山区

和丘陵较多ꎬ居住着汉族、壮族以及其他 １４ 个少数民

族ꎬ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ꎬ由于

遗传、饮食和生活环境的影响ꎬ他们的体质健康和身

体成分特点有明显的南北差异[８] ꎬ与全国同龄人相

比ꎬ也存在一定差异ꎬ因此研究其身体肌肉量与体测

成绩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ꎮ
３.１　 肌肉量与 ＢＭＩ 的关系　 广西在校男大学生的身

体发育良好ꎬ 但身高和体重平均值略低于全国水

平[９] ꎬ可能是研究对象中南方学生居多ꎬ而南方人身

材普遍矮小ꎬ符合“北高南矮”的趋势[１０] ꎮ 研究结果

还发现ꎬ３ 组肌肉量水平被试的 ＢＭＩ 两两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ꎬ即高肌肉量组>中肌肉量组>低肌肉量

组ꎬ说明男大学生的肌肉量在增加时ꎬ会引起 ＢＭＩ 的

增长ꎬ而 ＢＭＩ 升高至超重甚至肥胖时会对大学生的心

肺功能产生不良影响[１１－１２] ꎮ 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维持

适当肌肉量和体重ꎬ保持标准的 ＢＭＩꎬ既促进体质健康

水平也避免了很多健康问题ꎮ
３.２　 肌肉量与肺活量的关系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ꎬ
低、中肌肉量水平被试的肺活量均低于全国水平

(３ ９２４ ６ ｍＬ)ꎬ高肌肉量水平组高于全国平均值[９] ꎮ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ꎬ３ 组男大学生的肺活量均值相比ꎬ
高肌肉量组>中肌肉量组>低肌肉量组ꎬ说明男大学生

的肺活量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与目前研究表

明肌肉量是影响呼吸功能指标的重要因素之一ꎬ肌肉

量与肺活量成正相关的结果一致[１３] ꎮ 另外ꎬ肺活量体

重指数是用体重来校正肺活量ꎬ以消除体重因素对肺

活量的影响ꎬ反映的肺活量是克服体重负荷后的体

现ꎬ更能真实反映肺功能的实际水平[１４] ꎬ同肺活量相

比也更能说明肺通气机能的高低[１５] ꎮ 研究中发现ꎬ３
组男大学生的肺活量体重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
中低肌肉量组>中肌肉量组>高肌肉量组ꎬ进一步说明

肌肉量水平会对肺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３.３　 肌肉量与身体素质的关系

３.３.１　 肌肉量与立定跳远的关系 　 不同肌肉量水平

的男大学生立定跳远成绩均值高于全国平均值ꎬ说明

广西在校男大学生下肢肌肉的爆发力处于良好状态ꎮ
中等肌肉量水平组立定跳远成绩优秀率高于低、高肌

肉量水平组ꎻ高肌肉量水平组的不及格率最高ꎮ 有研

究发现ꎬ发展下肢小肌肉力量和改善下肢大小肌肉群

的比例协调能提高跳远成绩[１６] ꎬ可能由于低、中肌肉

量水平组的男大学生下肢大小肌肉群的比例协调性

和力量好于高肌肉量水平组ꎮ 调查结果还发现ꎬ中等

肌肉量组男大学生的立定跳远成绩均值大于低、高肌

肉量组ꎬ也进一步说明在中等肌肉量水平范围内ꎬ肌
肉量增加对提高立定跳远成绩有一定帮助ꎮ
３.３.２　 肌肉量与引体向上的关系　 ３ 组男大学生的引

体向上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低、中肌肉量组

的引体向上成绩均值大于高肌肉量组ꎮ 且各组不及

格率均高达 ７５％以上ꎬ说明男生引体向上成绩较差ꎬ
与大多数学者研究结果一致[１７－１９] ꎬ反映广西在校男生

上肢肌群力量较薄弱ꎮ 原因可能是男大学生上肢肌

肉群在日常锻炼中缺乏针对性训练ꎬ在生活中使用频

率和强度低所致ꎮ
３.３.３　 肌肉量与坐位体前屈的关系　 结果显示ꎬ中等

肌肉量组的坐位体前屈成绩均值大于低、高肌肉量

组ꎬ表明保持中等的肌肉量对提高坐位体前屈成绩有

一定积极作用ꎮ 另外ꎬ３ 组男大学生的坐位体前屈均

值均高于全国水平ꎬ不同肌肉量水平的男大学生的坐

位体前屈成绩的达标率均在 ９０％以上ꎬ且彼此间相差

不大ꎬ不及格率均低于 ７.５％ꎬ可能因为本次研究对象

中的南方学生比例高于北方学生ꎬ而在柔韧素质方

面ꎬ南方学生优于北方学生[２０] ꎬ导致柔韧素质测试结

果优于全国同龄大学生ꎮ
３.４　 肌肉量与 ５０ ｍ 跑和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的关系　 本

研究发现ꎬ广西在校男大学生的 ５０ ｍ 跑得分平均值在

不同肌肉量水平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达标率均高达

９８％以上ꎬ不及格率均低于 ２％ꎬ说明男大学生 ５０ ｍ 跑

得分总体较好ꎬ反映广西在校男大学生的速度素质处

于良好水平ꎮ 研究发现ꎬ处于低肌肉量水平的男大学

生的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情况较好ꎬ 达标率最高ꎬ 为

９２ ２３％ꎬ不及格率最低ꎬ而处于高水平肌肉量的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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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１ ０００ ｍ 跑不及格率最高ꎬ达到了 ２１.８７％ꎮ 不同

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的 １ ０００ ｍ 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２１－２３] ꎮ 可能是研究

对象不同ꎬ其他研究的都是男运动员ꎬ运动员长期进

行针对性训练ꎬ注重减脂增肌和身体肌肉含量比例的

协调性ꎬ肌肉量含量比普通人要高ꎬ肌肉发达ꎬ脂肪比

例合理ꎻ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ꎬ他们的肌肉量

可能未达到能影响耐力运动的程度ꎮ
综上所述ꎬ男大学生不同的肌肉量水平会对体测

成绩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建议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ꎬ提升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力量ꎬ同
时保持身体肌肉量和脂肪的均衡发展ꎬ对提高身体素

质ꎬ维持体质健康有利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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