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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广西某高校男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与上肢体成分的相关性ꎬ为指导大学生科学参加锻炼提供科

学指导ꎮ 方法　 分层随机整群抽取广西某高校 ６８５ 名男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参照国家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统一测试目标

人群引体向上的成绩ꎬ并采用奥美体成分测量仪( ＴＡＮＩＴＡ ＭＣ－１８０)测量双上肢肌肉量、脂肪量、脂肪率等值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ꎮ 结果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的成绩及格率为 ２１.７％ꎻ不同引体向上能力男大学生的左上肢脂肪

量、右上肢脂肪率 / 右上肢脂肪量、右上肢脂肪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１.３０ꎬ１４.１８ꎬ１２.９１ꎬ１５.２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在控制年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后ꎬ偏相关分析显示ꎬ男大学生的引体向上能力与左上肢脂肪量、右上肢

脂肪率、右上肢脂肪量、右上肢脂肪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２ꎬ－０.３３ꎬ－０.３１ꎬ－０.３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广西男大学

生引体向上能力有待提高ꎮ 引体向上锻炼可以减少上肢脂肪量、脂肪率ꎬ改善体成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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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国外有研究表明ꎬ将引体向上等有氧能

力训练和耐力、阻力强度结合在一起可以提高训练者

的敏感性、上身肌肉耐力、下肢强度[１] ꎮ Ｓｅｄｌｉａｋ 等[２]

发现ꎬ引体向上可以改善与人体健康有关的身体参

数ꎬ包括血清葡萄糖、肌酐、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
脂肪等体成分指标ꎮ 众多研究发现ꎬ大学生和初中生

普遍引体向上能力较弱[３－６] ꎮ 本研究从上肢体成分的

角度出发ꎬ探究其与引体向上能力的关系ꎬ为指导大

学生进行科学锻炼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方法(将研究人群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共 ４ 个

人群ꎬ每个年级随机整群抽取 ５ 个班级的学生)ꎬ抽取

广西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就读的男大学生 ６８５ 名

作为研究对象ꎬ年龄(１９.９７ ± １.４６) 岁ꎬ身高(１６８.９１ ±
５.８８)ｃｍꎬ体重(５８.６５±８.９３) ｋｇꎬ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为

(２０.５１±２.６８)ｋｇ / ｍ２ꎮ 所有研究对象排除肝肾、心血管

方面的疾病ꎬ近 ６ 个月内无服用或注射激素、抗结核

药、钙剂史ꎮ 本次研究通过广西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

审查ꎻ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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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上肢体成分测量 　 使用日本奥美体成分测量

仪(型号:ＭＣ－１８０)测量研究者双上肢体成分ꎮ 被测

者身穿轻便衣服ꎬ脱去鞋袜、金属饰品ꎬ在脚底涂抹酒

精后站立在测量仪上ꎬ注意将双脚前掌和后跟踏于电

极金属板上ꎬ确保接触良好ꎬ双手握住电极手柄后自

然垂于身体两侧ꎬ整个身体保持放松ꎬ操作计算机进

行测量ꎮ 该测量过程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ꎮ
得到双上肢肌肉量、脂肪量、脂肪率等体成分数据ꎬ进
行导出和整理、剔除无效数据ꎮ
１.２.２　 引体向上能力评定 　 引体向上的进行过程参

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７] 要求进

行ꎮ 研究者双手反向握住单杠ꎬ身体竖直悬空并处在

静止状态ꎬ然后通过双臂的力量将身体抬起ꎬ眼睛平

视前方ꎬ当下巴超过单杠时稍作停顿ꎬ然后慢慢放松

背阔肌ꎬ身体下降ꎬ直到恢复原有状态ꎬ重复进行ꎮ 分

组标准:引体向上 ０ ~ １０ 个为<６０ 分ꎬ１１ ~ １２ 个为 ６０ ~
６９ 分ꎬ１３ ~ １４ 个为 ７０ ~ ７９ 分ꎬ１５ ~ １７ 个为 ８０ ~ ８９ 分ꎬ
１８ 个以上为 ９０ 分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ꎬ
男性大学生基本资料、肌肉及脂肪指标、引体向上个

数为正态分布资料ꎬ用(ｘ±ｓ)表示ꎬ不同得分组的资料

间比较用方差分析ꎬ并根据得分情况做趋势分析ꎬ引
体向上能力与上肢体成分的相关分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线性

分析和偏相关分析ꎬ以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男大学生基本资料　 男大学生平均左上肢肌肉

量为(２ ５０±０ ８３) ｋｇꎬ右上肢肌肉量为(２ ５４ ± ０ ３１)
ｋｇꎬ左上肢脂肪量为(０ ３４±０ ２０) ｋｇꎬ左上肢脂肪率为

(１０ ４４±４ ５１)％ꎬ右上肢脂肪量为(０ ３３±０ １７)ｋｇꎬ右
上肢脂肪率为 ( ９ ７８ ± ４ １４)％ꎬ引体向上为 ( ６ ２０ ±
４ ７６)个ꎮ 不同引体向上分组的男大学生身高、体重、
ＢＭＩ、左上肢脂肪量、左上肢脂肪率、右上肢脂肪量、右
上肢脂肪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见表 １ꎮ

引体向上分数<６０ 分的男大学生双上肢肌肉量、
脂肪量、脂肪率最高(除 ７０ ~ ９０ 分组右上肢的肌肉量

略高外)ꎬ其中双上肢脂肪量和脂肪率随着引体向上

能力的提高而呈现递减趋势ꎬ但在引体向上≥９０ 分组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ꎮ ７０ ~ ７９ 分组男大学生双上

肢的肌肉量高于 ６０ ~ ６９ꎬ８０ ~ ８９ 和≥９０ 分组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引体向上得分男大学生基本资料和体成分比较(ｘ±ｓ)

引体向上得分 人数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左上肢

肌肉量 / ｋｇ
右上肢

肌肉量 / ｋｇ
左上肢

脂肪量 / ｋｇ
左上肢

脂肪率 / ％
右上肢

脂肪量 / ｋｇ
右上肢

脂肪率 / ％
引体向上 / 个

<６０ ５３６ １９.９３±１.４４ １６９.５０±５.９４ ５９.６９±９.３９ ２０.７３±２.８６ ２.５２±０.９２ ２.５５±０.３２ ０.３７±０.２１ １１.０９±４.６２ ０.３５±０.１８ １０.４３±４.３９ ４.４５±３.０７
６０~ ６９ １０８ ２０.２３±１.４９ １６７.１５±４.９９ ５４.８９±５.６３ １９.６３±１.７５ ２.４０±０.２７ ２.５１±０.２８ ０.２５±０.１０ ８.１２±３.１３ ０.２４±０.１０ ７.４３±３.１１ １０.７７±０.８７
７０~ ７９ １８ １９.５６±１.５８ １６７.２８±５.９９ ５５.６７±４.８５ １９.９１±１.６５ ２.４９±０.２７ ２.５６±０.２２ ０.２４±０.１０ ７.７３±３.０２ ０.２５±０.０９ ７.３３±２.７０ １３.５０±０.５１
８０~ ８９ ９ １９.６７±１.１２ １６５.５６±３.３２ ５４.２１±５.５０ １９.７４±１.４２ ２.３８±０.２７ ２.４８±０.３０ ０.２２±０.０４ ７.４３±１.５６ ０.２２±０.０４ ６.８７±１.４１ １５.３３±０.５０
≥９０ １４ ２０.１４±１.８８ １６４.３６±６.０２ ５４.１６±７.１７ １９.９８±１.６３ ２.３６±０.２９ ２.４６±０.３０ ０.２７±０.１３ ８.５９±４.０９ ０.２５±０.１３ ８.１０±３.９９ ２２.５０±９.０６
合计 ６８５ １９.９７±１.４６ １６８.９１±５.８８ ５８.６５±８.９３ ２０.５１±２.６８ ２.５０±０.８３ ２.５４±０.３１ ０.３４±０.２０ １０.４４±４.５１ ０.３３±０.１７ ９.７８±４.１４ ６.２０±４.７６
Ｆ 值 １.４６ ７.１９ ８.９３ ４.４７ ０.６１ ０.６８ １１.３０ １４.１８ １２.９１ １５.２２ ２５６.２６
Ｐ 值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Ｆ趋势值 ０.０２ １３.７３ ２.０３ ０.８４ ０.６２ ０.９５ １.８７ ２.０４ ３.０２ １.９８ ４８８.８９
Ｐ趋势值 ０.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３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２.２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与上肢体成分的相关分

析　 见表 ２ꎮ

表 ２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与上肢体成分相关分析(ｎ ＝ ６８５)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ｒ 值 Ｐ 值

偏相关

ｒ 值 Ｐ 值
年龄 ０.１４ ０.００
身高 －０.２６ ０.００
体重 －０.３３ ０.００
ＢＭＩ －０.２５ ０.００
左上肢肌肉量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２８
右上肢肌肉量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００
左上肢脂肪量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左上肢脂肪率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右上肢脂肪量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右上肢脂肪率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示ꎬ男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与

年龄呈正相关ꎬ与身高、体重、ＢＭＩ、双上肢脂肪量、双
上肢脂肪率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与双上肢肌

肉量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控制年

龄、身高、体重、ＢＭＩ 之后ꎬ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男大

学生的引体向上能力与右上肢肌肉量、双上肢脂肪

量、双上肢脂肪率仍然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３.１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现状　 引体向上是一个需要

背部、上肢肌肉协同运动和做功的多关节复合动作ꎬ
需要较好的爆发力、一定的力量耐力、较大的绝对力

量[８] ꎬ主要受力为人体所受重力和双手与单杠之间的

摩擦力(握力)ꎬ如果被测者的动作缓慢ꎬ则 ３ 个力一

直处于平衡状态ꎬ而在上升过程中被测者加速或者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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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运动ꎬ双臂的力量大于或者小于人体重力ꎬ被测者

克服重力做功也是有差别的ꎮ 从力的平行四边形法

则出发ꎬ当双臂之间的夹角越小时ꎬ双臂的分力越小、
合力越大ꎬ越能省力ꎬ引体向上越容易进行[９] ꎮ 可知

引体向上的难易与被测者体重[１０] 、肌肉力量、运动形

势、握力、向上运动的速度、双臂间的夹角、体力、耐

力、绝对力量等有关ꎮ 近年国外有研究发现ꎬ被测者

引体向上的速度和肌肉耐力存在明确关系ꎬ该关系可

以减少上半身身体素质评估的时间[１１] ꎮ 有研究发现ꎬ
引体向上、低体力、厌氧调节对突击队队员身体评估

测试的成功影响最大ꎬ可以为力量教练和某些战术运

动员提供指导ꎬ成绩受到被测者体重和上肢、肩部肌

群力量等因素的影响[１２] ꎮ 此外ꎬ引体向上训练可以增

加上肢的肌肉激活能力[１３] ꎬ测试结果还可以作为游泳

速度的预测指标[１４] ꎮ 可见引体向上是一种非常好的

锻炼方式ꎮ
教育部最近于 ２０１４ 年组织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活动的结果显示ꎬ大学生运动素质下

降[１５] ꎬ加强学生体育锻炼迫在眉睫ꎮ 引体向上对运动

环境、运动器材的要求不高ꎬ便于开展ꎬ我国各大初

中、高中、大学都将其设为常规运动项目ꎬ也将引体向

上的成绩纳入男生体能考核标准[１６] ꎮ 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ꎬ引体向上达到 １０ 个以上的为 １４９ 人ꎬ按照教育

部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ꎬ合
格率仅为 ２１.７％ꎬ说明该地区男大学生引体向上的成

绩并不理想ꎬ与罗文全等[３－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原因

可能为(１) 日常生活中对上肢各部分肌肉的锻炼较

少[１７] ꎻ(２)缺乏锻炼指导ꎬ引体向上动作很难或者不

能完成ꎬ并逐渐丧失对引体向上的兴趣ꎻ(３)生活懒散

或者忙于学业ꎬ忽视锻炼ꎮ 郑策等[１８]研究了 ４ 个省份

初中以上男生的引体向上成绩发现ꎬ目前的评分标准

不能很好地评估学生的上肢运动能力ꎬ而且学生测试

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ꎬ可能也是造成该地区男性大学

生引体向上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之一ꎮ
３.２　 不同引体向上能力男大学生体成分情况　 体成

分是肌肉、骨骼、脂肪、水分、无机盐等成分在人体的

相对百分比和分布[１９] ꎮ 肌肉、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

成分ꎬ在人体内的占比与体质健康关系密切[２０] ꎮ 间歇

性训练可以降低身体脂肪率ꎬ提高身体素质[２１] ꎮ 龚健

古等[２２]也发现ꎬ肌肉量增多和脂肪量的减少可以改善

肺功能ꎮ 周瑶等[２３] 发现ꎬ大学生静息代谢率与上肢、
下肢、躯干、全身的肌肉呈正相关ꎬ与内脏脂肪指数、
身体脂肪率、上肢、下肢、躯干、全身的皮下脂肪率呈

负相关ꎮ 以上研究都表明运动能力与体成分关系密

切ꎬ高体力活动水平可以改善体成分ꎮ 本研究中ꎬ不
同引体向上能力男大学生双上肢脂肪量、脂肪率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双上肢肌肉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原因可能有:首先ꎬ大学生的日常活动可能对

上肢脂肪量和脂肪分布产生影响ꎮ 脂肪由皮下脂肪

和内脏脂肪构成ꎮ 脂肪过多引起超重和肥胖ꎬ对身体

不利ꎮ 尹金鹏等[２４]研究发现ꎬ体育专业的大学生皮下

脂肪量、内脏脂肪量、体脂肪量、体脂率均低于非体育

专业的学生ꎮ 其次ꎬ人体脂肪量和脂肪率可能受到饮

食及日常生活习惯的影响ꎮ 引体向上成绩较高的男

生饮食健康、生活习惯可能较好ꎬ脂肪的形成和分布

较为合理ꎮ 张佳伟等[２５]研究ꎬ发现合理控制饮食可以

有效降低肥胖和超重者的体脂肪面积、减轻体重ꎬ熬
夜和早餐习惯可以影响身体脂肪的分布ꎮ 最后ꎬ人体

成分受遗传的影响[２６－２７] ꎬ引体向上能力不同男生的脂

肪量、脂肪率可能由于遗传因素影响而表现出不同ꎮ
３.３　 引体向上能力与上肢体成分的相关性　 在 Ｐｅａｒ￣
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中ꎬ引体向上能力与年龄呈正相关ꎬ与
身高、体重、ＢＭＩ、双上肢脂肪量、双上肢脂肪率呈负相

关ꎻ控制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 之后ꎬ偏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ꎬ男大学生的引体向上能力与右上肢肌肉量呈正

相关ꎬ与双上肢脂肪量、双上肢脂肪率仍然存在负相

关关系ꎮ 表明较高的引体向上能力可以减少上肢脂

肪的堆积ꎬ同时说明引体向上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脂肪

的减少ꎬ与 Ｓｅｄｌｉａｋ 等[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原因可能

是:(１)引体向上成绩较高的男生双上肢的脂肪量、脂
肪率较低ꎬ可能双上肢体力活动水平更高ꎬ引体向上

可以做得更多ꎮ 刘鹏等[２８]研究发现ꎬ具有高强度体力

活动水平的大学生人群皮下脂肪较少ꎮ Ｋｒｉｎｇｓ 等[２９]

研究发现ꎬ在诸如引体向上的阻力运动期间脂肪抓握

附件虽然可以增加神经肌肉激活ꎬ但减少肌肉的力

量ꎬ所能完成的最大引体向上数量也减少ꎮ (２)人的

体重是肌肉、脂肪、骨骼等组织重量的总和ꎬ在肌肉量

差距不大的条件下ꎬ脂肪组织较少的大学生体重也较

低ꎬ在做引体向上动作的过程中克服重力做功较少ꎬ
从而可以节省体力完成更多的动作ꎮ (３)平时活动的

方式不同ꎬ上肢各肌得到的锻炼程度不同ꎬ可被激活

的特性也不同ꎬ从而导致其脂肪分布不同ꎮ Ｙｏｕｄａｓ
等[３０]发现ꎬ引体向上能力级别不同的大学生肱桡肌、
肱二头肌、背阔肌的肌电活性不同ꎻ背阔肌得不到锻

炼的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很差[１６] 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背
部、手部、臂部等的部分肌肉在引体向上过程中有着

非常高的肌肉激活水平ꎬ引体向上适合上肢力量训

练[３１－３３] ꎮ 可以引起肥胖的原因之一是体力活动的不

足[３４] ꎬ在比较不同引体向上能力男大学生的双上肢脂

肪量和脂肪率时发现ꎬ引体向上<６０ꎬ６０ ~ ６９ꎬ７０ ~ ７９ꎬ
８０ ~ ８９ 分组的双上肢脂肪量和脂肪率逐渐下降ꎬ而≥
９０ 分组出现上升现象ꎬ可能与年龄、体重、握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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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３５] ꎬ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该地区男性大学生引体向上能力有待

提高ꎬ应该加强锻炼ꎻ引体向上能力与上肢的脂肪量、
脂肪率呈负相关ꎮ 应指导大学生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引体向上的锻炼ꎬ改善上肢体成分ꎬ促进身体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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