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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儿童少年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速度素质长期变化趋势ꎬ为促进少数民族学生体能

素质发展提供参考ꎮ 方法　 根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４ 次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中我国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７~ １７ 岁儿童

少年的 ５０ ｍ 跑成绩数据ꎬ采用 ＤＧＭ(１.１)模型进行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２０ 年的灰色预测ꎮ 结果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维吾尔族男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平均降低了 ０.２８ ｓꎬ女生降低了 ０.６２ ｓꎻ回族男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平均降低了 ０.３８ ｓꎬ女生成绩降低了 ０.６９ ｓꎻ藏族

男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平均增幅为 ０.０４ ｓꎬ女生降低了 ０.１５ ｓꎮ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２０ 年的预测结果为维吾尔族女生速度素质呈增长趋

势ꎬ男生下降ꎻ回族男女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势均为下降ꎻ藏族男女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势均为增长ꎮ 结论　 维

吾尔族、回族、藏族男、女生总的速度素质趋势随着年龄逐步提高ꎬ回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好于维吾尔族和藏族ꎮ ３ 个少数

民族各年龄段学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大多数出现了降幅ꎬ变化不规律ꎬ具有一定民族差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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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ꎬ少数民族学生是发展民

族地区的后备军ꎬ改善和提高各民族学生体质可为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积蓄力量、奠定基础ꎮ 速度素质是人

体快速运动的能力ꎬ是短跑类项目的核心素质ꎬ也是

各个运动项目的主要身体素质之一ꎮ 自 １９８５ 年开始

实行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当前我国

中小学生速度素质总体发展呈下降趋势[１] ꎮ 本研究

利用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次中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报告中的速度素质相关指标数据ꎬ基于灰色

预测中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对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７ ~ １７
岁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长期趋势变化进行预测和比

较ꎬ旨在了解 ３ 个少数民族学生速度素质的变化趋势ꎬ
一方面可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ꎬ增强

民族团结ꎻ另一方面ꎬ交互参照各民族间的体质特征ꎬ
从而可以在未来的教学中取长补短ꎬ更好的提高学生

体质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于全国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次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２－５] ꎮ 选取

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７ ~ １７ 岁儿童少年 ５０ ｍ 跑成绩

数据的平均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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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本研究由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首先建立 ＧＭ(１ꎬ
１)基础模型ꎬ根据 ＧＭ(１ꎬ１)模型推算而来 ＤＧＭ(１ꎬ１)
模型ꎮ 在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建立成功后ꎬ进行等时数据

处理ꎬ将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录入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 软件中ꎮ
最后根据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年维吾尔族、回族、藏
族儿童少年 ７ ~ １７ 岁每个年龄段的 ５０ ｍ 跑数据计算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２０ 年 ３ 个民族儿童少年 ５０ ｍ 跑的预测数

据ꎮ 本文通过残差法运用 ２０１０ 年 ７ ~ １７ 岁回族儿童

少年 ５０ ｍ 跑数据对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进行检验ꎬ精确度

检验结果最大相对误差为 ２. ４５％ꎬ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１３％ꎬ占 １％以下的共有 １６ 个年龄段ꎮ 从总体相对

误差来看ꎬ所建立的预测模型精准度相对较高ꎬ因此

所预测的值也有较高精准度ꎮ

２　 结果

２.１　 维吾尔族儿童少年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速度素质指标

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的变化趋势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间男生 ５０ ｍ 跑平均成绩降低了 ０.２８ ｓꎬ女生降低了

０.６２ ｓꎮ男生在 ２０００ 年成绩下降最为明显ꎬ 女生在

２０１０ 年下降最为明显ꎮ 根据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年每个年龄段 ５０ ｍ 跑成绩的测试平均值代入 ＤＧＭ
(１.１)模型进行预测ꎬ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 １５ 岁年龄段

前的男生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０ ｍ 跑成绩普遍优于 ２０１０
年ꎻ女生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预测值则普遍低于 ２０１０
年之前ꎮ

由图 １ ~ ２ 可以看出ꎬ维吾尔族男生和女生的 ５０ ｍ
跑成绩基本随年龄逐步提高ꎬ男生的增长幅度高于女

生ꎻ维吾尔族女生在 １２ 岁后的 ５０ ｍ 跑成绩趋于平缓

发展ꎮ 维吾尔族男生总体呈现出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００ 年的趋势ꎬ女生总体

呈现出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的趋势ꎮ 维吾尔族男生速度素质的预测成绩

普遍优于女生ꎮ

图 １　 维吾尔族男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２.２　 回族儿童少年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速度素质指标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的变化趋势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间男

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平均降低了 ０.３９ ｓꎬ女生成绩降低了

０.６９ ｓꎮ男、女生在 ２０１０ 年成绩下降最为明显ꎮ
将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年每个年龄段 ５０ ｍ 跑

成绩的测试平均值代入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进行预测ꎬ结
果显示ꎬ回族男、女生的 ５０ ｍ 跑成绩基本随年龄逐渐

提高ꎮ 回族男生只有在 １７ 岁的预测成绩是优于其他

年龄段的ꎬ回族女生有 ３ 个年龄段的预测成绩优于其

他年龄段ꎮ 由图 ３ ~ ４ 可见ꎬ男生速度素质的增长幅度

高于女生ꎻ回族女生在 １３ 岁年龄段后的 ５０ ｍ 跑成绩

趋于平缓发展ꎮ 回族男生总体呈现出 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０ 年的趋势ꎬ女生总

体呈现出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的趋势ꎮ ２０２０ 年回族女生预测值显示出在

１４ 岁年龄段出现突降情况ꎮ

图 ２ 维吾尔族女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图 ３　 回族男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２.３　 藏族儿童少年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速度素质指标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的变化趋势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间ꎬ
藏族男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增加了 ０.０５ ｓꎻ女生成绩下降了

０.１５ 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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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年每个年龄段 ５０ ｍ 跑成

绩的测试平均值代入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进行预测ꎬ结果

显示ꎬ藏族男、女生的 ５０ ｍ 跑成绩基本随年龄增加逐

渐提高ꎮ 由图 ５ ~ ６ 可见ꎬ男生速度素质的增长幅度高

于女生ꎻ藏族女生在 １２ 岁年龄段后的 ５０ ｍ 跑成绩趋

于平缓发展ꎮ 藏族男生总体呈现出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０ 年的趋势ꎬ女生总体

呈现出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０ 年的趋势ꎮ

图 ４　 回族女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图 ５　 藏族男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图 ６　 藏族女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及 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 年预测值

２.４　 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长期变

化趋势比较　 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来看ꎬ回族儿童

少年的 ５０ ｍ 跑成绩最优ꎬ其次是维吾尔族ꎬ最后是藏

族ꎮ 但从总体上来看ꎬ藏族呈逐年增长趋势ꎬ而维吾

尔族和回族呈逐年下降趋势ꎮ ３ 个民族女生的速度素

质降幅比男生高ꎮ ３ 个民族学生的 ５０ ｍ 跑成绩大多

数出现了降幅ꎬ且变化不规律ꎬ增长值具有一定的民

族差异性ꎮ
从图 ７ 可以看出ꎬ藏族男生中有 ９ 个年龄段增长

值明显提高ꎬ在 ９ 岁时的成绩增幅最高ꎬ增加了 ０.９７
ｓꎻ回族男生有 １０ 个年龄段的 ５０ ｍ 跑成绩降低ꎬ降低

了 ０.４５ ｓ 以上ꎮ
从图 ８ 可以看出ꎬ女生 ５０ ｍ 跑成绩基本为降幅ꎮ

藏族女生有 ６ 个年龄段的成绩呈现增幅状态ꎬ９ 岁年

龄段为最高ꎬ增加了 １.１９ ｓꎮ 维吾尔族女生在 １５ 岁年

龄段时的成绩也所有提高ꎬ增加了 ０.２４ ｓꎮ 回族女生

所有年龄段成绩均呈下降趋势ꎬ１４ꎬ１５ 岁降幅最高ꎬ分
别为 １.８３ ｓ 和 １.６３ ｓꎮ

图 ７　 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７ ~ １７ 岁男生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增长值

图 ８　 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７ ~ １７ 岁女生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ｍ 跑成绩增长值

３　 讨论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ꎬ快速运动的

完成依靠身体运动加速度和最大速度的能力ꎬ同时ꎬ
速度素质和力量有着密切的联系[６] ꎮ 速度素质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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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关体质中的一部分ꎬ也是保持最佳工作状态所必

须的ꎮ 如今儿童少年身体素质等问题日益突出ꎬ加强

和改善少数民族儿童少年身体素质是让他们健康快

乐成长的重要保障ꎬ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

根本基础ꎮ
据报道显示ꎬ近些年我国少数民族儿童身体素质

呈下降趋势[７－８] ꎮ 新疆哈萨克族与柯尔克孜族青少年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ꎬ身体素质指标总体上呈现出速度素
质、耐力素质下降ꎬ爆发力素质增长的特点[９] ꎮ 藏族
学生的肺活量水平下降ꎬ而爆发力素质、力量素质有
所提高[１０] ꎮ

本调查显示ꎬ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ꎬ维吾尔族、回族、藏
族男、女生总的速度素质趋势是随着年龄增加逐步提
高ꎬ各个年龄段回族儿童少年的速度素质优于维吾尔
族和藏族ꎮ 本研究基于灰色预测中 ＤＧＭ(１ꎬ１)模型
对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进行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预
测ꎬ结果显示ꎬ３ 个民族的男生速度素质增长幅度大于
女生ꎻ维吾尔族女生速度素质的预测趋势呈增长状
态ꎬ男生为下降状态ꎻ回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
势均为下降状态ꎻ藏族儿童少年速度素质预测趋势均
为增长状态ꎮ

学生体质的差异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ꎬ另一方面是
民族文化差异ꎮ 当然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各
民族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共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应该更
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ꎮ 通过跨文
化比较ꎬ确证存在着广泛的跨文化的价值或规律的共
同性ꎮ 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不同民族学生体质和文
化的关系ꎬ探索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内在关
系ꎮ 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ꎬ应尊重文化多样性ꎬ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文化创新ꎮ

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教育环境、地域环境影
响下生活的青少年ꎬ特别是不同的学校体育教育环境

下的青少年ꎬ表现出不同的体质健康状况ꎬ并呈现出
各自的发展特征和趋势ꎮ 但是面对着少数民族身体
素质下降的事实ꎬ少数民族间差异又不再是一种必
然ꎮ 因此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体育工作有待于
进一步加强ꎬ结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体质的研究 ꎬ
将民族文化和学生体质研究进行有机结合ꎬ提出加强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建议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郭永春ꎬ于可红.我国学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体质健康研究综述[ Ｊ] .

浙江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１):６２－６３.
[２]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１９９５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３]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２０００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Ｍ].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４]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组.２００５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５]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２０１０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６] 　 田麦久ꎬ刘大庆.运动训练学[ Ｍ].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１４３－１４４.
[７] 　 ＢＬＡＥＳ Ａꎬ ＢＡＱＵＥＴ Ｇꎬ ＦＡＢＲＥ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１ꎬ８:１２２－１２９.

[８] 　 ＫＡＲＰＰＡＮＥＮ Ａ Ｋꎬ ＡＨＯＮＥＮ Ｓ Ｍꎬ ＴＡＭＭＥＬＩＮ 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８￣ｙｅａｒ￣ｏｌｄ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Ｃｉｒｃｕｍｐｏｌａｒ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２ꎬ２３ꎬ７１:
１７６２１.

[９] 　 杜卫杰ꎬ杨俊敏ꎬ刘跃峰ꎬ等.新疆柯尔克孜族中小学生肺活量 ２５
年动态分析田[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１２).

[１０] 杨海航ꎬ周学雷ꎬ杨建军ꎬ等.西藏藏族学生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０ 年体质及

健康状况比较研究[ Ｊ] .西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２ꎬ２７
(２):１０２－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２


(上接第 １５２７ 页)
[５] 　 樊莉蕊ꎬ步犁ꎬ秦发举ꎬ等.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广州市学生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流行情况[Ｊ] .中国艾滋病性病ꎬ２０１５ꎬ２１(３):１９４－１９６.
[６] 　 李道苹ꎬ徐娟ꎬ王春荣ꎬ等. 湖北省中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态度行

为调查[Ｊ] .中国艾滋病性病ꎬ２０１２ꎬ１８(５):３１３－３１５.
[７] 　 陈忠海ꎬ黄秀敏.中学生艾滋病知识预防知晓率及影响因素调查

[Ｊ]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３０(１):５４.
[８] 　 李一ꎬ惠珊ꎬ于兰ꎬ等. 黑龙江省青年 / 学生艾滋病疫情趋势与相

关知识行为调查分析[Ｊ]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５):５６２－

５６４.
[９] 　 陈琳ꎬ潘晓红ꎬ杨介者ꎬ等. 浙江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学生艾滋病疫情

及危险行为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１０):１２１９－１２２１.
[１０] 杨中荣ꎬ金玫华ꎬ董正全ꎬ等. 中国内地大、中学生中男男性行为

者 ＨＩＶ 感染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１３ꎬ４２(４):６８９－６９２.
[１１] 何勤英ꎬ王晓东ꎬ于飞ꎬ等.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行为特征及 ＨＩＶ

感染危险因素[Ｊ]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１ꎬ２７(１１):８９０－８９３.
[１２] 郑建东ꎬ庞琳ꎬ徐杰ꎬ等.北京市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 ＨＩＶ 与梅

毒感染相关流行病学调查[Ｊ] .中国艾滋病性病ꎬ２０１１ꎬ１７(３):３５８
－３６２.

[１３] 张俊梅. 上海市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Ｊ] .中
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１０):１３５２－１３５３.

[１４] 孙昕霙ꎬ史宇晖ꎬ王培玉ꎬ等. 我国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３):２７０－２７３.
[１５] 陈莲芬ꎬ陈朱ꎬ唐贤龙ꎬ等. 三亚市高校学生男男性性为人群艾滋

病知识及相关疾病流行现状[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 ９):
１０３６－１０３８.

[１６] 朱厚宏ꎬ刘杨ꎬ张祁ꎬ等. ２００９ 年成都市艾滋病筛查网络实验室质

量考评结果分析[Ｊ]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６(９):７１４－７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２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１３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