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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聚类分析法评价医学院校学生体质健康成绩结构特征ꎬ揭示学生体质结构特征的内在联系ꎬ为
医学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科学训练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基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ꎬ以 ２０１８ 年浙

江中医药大学 １０ ４３１ 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ꎬ对其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进行聚类分析和类别描述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统

计处理ꎮ 结果　 二阶段分类显示ꎬ该医学院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成绩聚类分为 Ａ 类(体型正常ꎬ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良好)、
Ｂ 类(体型偏瘦ꎬ生理生化功能差)、Ｃ 类(超重或肥胖ꎬ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差) ３ 类ꎬ其中男生各组别人数分别为 １ １６５
(２５.８％)ꎬ１ １６９(３７.２％)ꎬ８１２(３７.０％)名ꎬ女生 ２ ３６１(３２.４％)ꎬ３ ７０３(５０.８％)ꎬ１ ２２１(１６.８％)名ꎻ影响医学院校学生体质健

康成绩的聚类因素及贡献率排名分别为男生:ＢＭＩ(１.００)、立定跳远(０.９８)、引体向上(０.８８)ꎻ女生:ＢＭＩ(１.００)、８００ ｍ 跑

(０.９９)、立定跳远(０.８９)ꎮ 结论　 身体形态指标在医学院校学生体质健康成绩组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ꎬ且对其他各项测试

指标具有较大影响ꎻ力量和耐力素质分别是提高男女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关键因素ꎮ 高校应根据学生的身体形态水平聚

类分组进行区别化锻炼ꎬ有助于快速提高体质健康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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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立健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机制ꎬ切
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ꎬ教育部印发的«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以下简称«标准»)要

求各学校每学年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ꎬ并根据

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１] ꎮ «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

功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体质

健康测试的综合评定ꎬ是促进学生积极参加锻炼ꎬ提
高体质健康水平的有效手段ꎮ 本研究基于«标准»对

２０１８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１０ ４３１ 名医学专业本科生体

质健康测试成绩进行聚类分析ꎬ并对类别群体进行探

讨和描述ꎬ全方位了解医学院校学生体质结构特征的

内在联系ꎬ为学校体质健康科学训练工作提供理论依

据和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 ２０１８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１０ ４３１

２２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名医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ꎬ对其体质健康测试成

绩进行研究ꎬ学生分布在 ４ 个年级ꎬ年龄 １８ ~ ２５ 岁ꎬ其
中男生 ３ １４６ 名ꎬ女生 ７ ２８５ 名ꎮ 纳入标准:参与测试

的学生为全日制在校医学专业本科生且身心健康ꎬ无
传染病和运动禁忌症ꎬ测试前告知学生测试要求和标

准ꎬ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ꎮ 本研究通过浙江中医药

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ꎮ
１.２　 方法　 按照«标准»要求对学生进行统一规范测

试ꎬ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
１ ０００ ｍ(男) / ８００ ｍ 跑(女)、引体向上(男) / 仰卧起

坐 ( 女)ꎮ 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 ) ＝ 体重 ( ｋｇ ) / [ 身高

(ｍ)] ２ꎮ 体质健康测试人员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体育部

２３ 名教师组成ꎬ并由体质健康测试办公室专门人员进

行培训ꎬ统一实验仪器、测试方法和标准ꎬ以保证整个

调研 过 程 标 准 统 一ꎮ 数 据 采 集 运 用 思 博 特

(ＳＰＯＲＴＯＡ)数据采集仪器ꎬ对于调查中出现的异常和

缺失数据进行筛查ꎬ核实后建立数据库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ꎬ运用聚类分

析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ꎬ根据«标准» 中身体形

态、身体功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评价的指标数据ꎬ
对男女不同的项目分别进行聚类结点分组ꎬ再进行聚

类分析确定最优聚类数:Ａ 类(体型正常ꎬ身体素质和

运动能力良好)、Ｂ 类(体型偏瘦ꎬ生理生化功能差)、Ｃ
类(超重或肥胖ꎬ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差)ꎮ 计量资料

用(ｘ±ｓ)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特征 　 ３ １４６ 名男生中ꎬ 成绩优秀率为

１.９％ꎬ良好率为 １７.１％ꎬ不及格率为 ５.７％ꎻ７ ２８５ 名女

生中ꎬ成绩优秀率为 ３.１％ꎬ良好率为 ４４.４％ꎬ不及格率

为 １.０％ꎮ 对男女各项成绩比较ꎬ其中 １ ０００ ｍ(男) /
８００ ｍ跑(女)、引体向上(男) / 仰卧起坐(女) 男女测

试项目和评价标准不同ꎬ不具有可比性ꎬ其他各项成

绩均值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医学生体质健康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肺活量 /

ｍＬ
５０ ｍ 跑 /

ｓ
立定跳远 /

ｃ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１ ０００ ｍ
(８００ ｍ) / ｓ

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 / 个
男 ３ １４６ １７２.６２±０.１０ ６４.４０±０.１９ ４ ４９４.４０±１２.４７ ７.３４±０.０１ ２３１.８２±０.８６ １３.９１±０.１３ ２１.６２±０.０６ ３.８８±０.０１ ５.５９±０.１０
女 ７ ２８５ １６０.６４±０.０６ ５２.６７±０.０９ ３ ０９８.９２±５.９４ ８.９３±０.０１ １７６.４５±０.１９ １８.９３±０.０７ ２０.３９±０.０３ ３.７０±０.０１ ３８.１７±０.１２
ｔ 值 ９８.６０ ５６.１８ ９７.６７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７.６０ －３３.０６ １８.６１ － －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 －

２.２　 聚类结果比较　 对数据分性别进行聚类分析ꎬ接
着对初步类别结果进行再聚类并确定最终的聚类方

案ꎮ 按照预分类统计和体质特征类型最优聚类为 Ａ、
Ｂ、Ｃ ３ 类ꎬ得到自动聚类分布ꎮ 取出聚类结果中各个

类别ꎬ各个项目数值的中位数ꎬ采用相关系数进行差

异度计算ꎬ从而确定最优聚类数ꎮ 分析结果显示ꎬ无
论男、女ꎬ不同类别间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其中男生 Ａ 类 ＢＭＩ 正常ꎬ除肺活

量外其他身体素质指标均优于其他组别ꎻＢ 类 ＢＭＩ 偏

低ꎬ生理生化功能较差ꎻＣ 类 ＢＭＩ 偏高ꎬ身体素质和运

动能力较差ꎬ肺活量指标高ꎮ Ａ 类别中女生 ＢＭＩ 正

常ꎬ各项身体素质良好ꎻＢ 类 ＢＭＩ 偏低ꎬ５０ ｍ 和立定跳

远项目差ꎻＣ 类别中女生 ＢＭＩ 整体偏高ꎬ８００ ｍ 项目成

绩差ꎬ肺活量指标高ꎮ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医学生各体质指标聚类分析情况(Ｍ)

性别 类别 人数 统计值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立定跳远 /
ｃｍ

５０ ｍ 跑 /
ｓ

体重 /
ｋｇ

肺活量 /
ｍＬ

身高 /
ｃ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 ０００ ｍ
(８００ ｍ) / ｓ

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 / 个
男 Ａ １ １６５ ２０.７２ ２４９.０５ ７.００ ６３.４３ ４ ６３７.００ １７４.５０ １６.５３ ３.４８ ８.０３

Ｂ １ １６９ １８.６１ ２２８.０２ ７.４０ ５６.６１ ４ ００３.００ １７０.０６ １２.９６ ４.０６ ４.９３
Ｃ ８１２ ２５.１２ ２２０.１０ ７.６０ ７５.３２ ４ ９２９.５０ １７３.５０ １２.９５ ４.１７ １.１７

合计 ３ １４６ ２０.９６ ２３０.３８ ７.２９ ６２.７１ ４ ４５９.４３ １７２.９１ １４.３５ ４.０２ ４.４８
Ｆ 值 １ ７８８.８２ ９２５.０７ ５９７.２４ ２ ０３０.９０ ６６９.０９ ２７２.８７ ８５.６４ ４３１.８８ ４２５.３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女 Ａ ２ ３６１ １９.３２ １８２.０４ ８.６０ ５０.４０ ３ ０９２.００ １６１.０１ １９.９６ ３.４２ ４２.０７
Ｂ ３ ７０３ １８.４２ １６５.８６ ９.３２ ５０.１２ ２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９.０６ １８.０８ ４.０８ ３４.９０
Ｃ １ ２２１ ２３.６８ １７２.１２ ９.１０ ６２.７６ ３ ４１３.２３ １６３.０７ １８.９６ ４.１２ ３２.８９

合计 ７ ２８５ １９.９６ １７４.９７ ８.９１ ５１.７１ ３ ０８１.５５ １６０.６８ １９.２２ ３.５３ ３９.００
Ｆ 值 １ １１５.４９ ２ １２８.９３ ２ ６７５.７７ ８２４.３０ ５.２６ ３.２０ １２２.４１ ６ ６２１.４９ １ ２７６.８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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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聚类模型概要　 对体质健康测试的各项成绩聚

类分析发现ꎬ影响男生身体健康测试成绩分类结构贡

献的 ３ 个因素是 ＢＭＩ(１.００)、立定跳远(０.９８)、引体向

上(０.８８)ꎻ女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中贡献值最高的 ３
个因素分别是 ＢＭＩ (１. ００)、８００ ｍ (０. ９９)、立定跳远

(０.８９)ꎮ

３　 讨论

二步聚类分析是解释数据集自然分类的探索性

分析工具ꎬ可以有效区分出不同类别数据之间的性质

差异ꎬ是一种具有定性定量功能的大学生体质健康评

价的方法[２－４] ꎮ 通过对 １０ ４３１ 名医学专业本科生体质

健康测试成绩聚类分析ꎬ并结合类别内成分进行分

析ꎬ无论男女最优聚类为“ Ａ、Ｂ、Ｃ” ３ 类ꎬ其中 Ａ 类人

群表现为体型正常ꎬ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良好ꎮ Ｂ 类

别中学生体型整体表现为偏瘦ꎬ体现心肺功能素质的

测试指标肺活量低于其他组别ꎮ 男生该类别占比

３７.２％ꎬ女生 ５０.８％ꎬ由于男女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差

异ꎬ男性在体型管理中仍需进一步加强ꎮ 与吴新宇

等[５]关于大学生体质量指数与体质健康指标关系的

研究中ꎬ高校男生超重组及肥胖组占比高于女生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Ｃ 类别学生体质指数整体表现为超重或

肥胖ꎬ除肺活量外ꎬ５０ ｍ 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
体向上(男) / 仰卧起坐(女)、１ ０００ ｍ(男) / ８００ ｍ 跑

(女)成绩均低于其他类别ꎬ力量和爆发力 ２ 项素质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是为了监测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ꎬ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ꎬ而在此背景

下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没有得到质的提高ꎬ与高校体

育工作者和学生对测试内容和评价指标的认识不够

深入有关[６－７] ꎮ 本文结合各类别体质结构特征组成和

聚类贡献率分析发现ꎬ快速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

绩的身体素质贡献率排名前 ３ 的因素依次为男(ＢＭＩ、
爆发力、力量素质)ꎻ女(ＢＭＩ、耐力素质、爆发力)ꎮ

在各个聚类分组中对于评价身体素质和运动能

力的指标中ꎬ各类别差异较为明显ꎬ但是整体趋势显

示体重偏瘦或者超重肥胖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

能力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ＢＭＩ 是衡量人体胖瘦的直

观标准ꎬ也是反映人体发育程度和营养状况的整体指

标ꎬ不同类别 ＢＭＩ 的身体功能和素质在不同性别会体

现出不同的优劣势[８] ꎮ 对于体重过高者ꎬ测试爆发力

类的项目中劣势较为明显ꎬ超重甚至肥胖是很多疾病

发病的重要因素ꎬ体重过轻同样会出现营养不良和发

育水平过低的情况[９－１０] ꎮ 本研究分类过程中 ＢＭＩ 作

为聚类分析中的一个指标ꎬ与其他指标协同进行分

析ꎬ且作为男女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主要贡献因子ꎬ
进行不同组别的区分ꎮ 聚类结果显示ꎬ除 ＢＭＩ 外ꎬ耐

力素质是影响女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关键性因子ꎬ
呼吸系统功能与耐力素质下降ꎬ对女生体质健康成绩

影响较大ꎮ 与刘卫等[１１] 研究观点相一致ꎮ 体脂百分

比的不断增加ꎬ运动时间减少ꎬ内脏器官的长期的生

理惰性ꎬ呼吸系统导致运动能力逐渐下降ꎬ故在参与

体育锻炼过程中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身体各项

功能ꎮ 力量素质和爆发力是提高男生体质健康测试

的关键ꎬ反应短时间内身体的肌肉爆发力和弹跳素质

的立定跳远和 ５０ ｍ 跑项目对该项素质要求较高[１２] ꎮ
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强化该类别女生耐力素质以及男

生的力量和爆发力素质训练ꎬ对于在短时间内迅速提

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肺活量是反应肺一次通气的最大能力ꎬ代表大学

生身体功能水平的肺活量指标在各个组别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ꎬ超重或肥胖组内肺活量较大ꎮ 邓贤树

等[１３－１４]在研究中表示学生肺活量和 ＢＭＩ 之间存着明

显的正相关结果相一致ꎮ 体型瘦弱的人群ꎬ参与耐力

型运动较少ꎬ肺一次性通气量较小ꎬ因此ꎬ提高 Ｃ 类别

人群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关键是改善呼吸功能和耐

力水平ꎮ 由于在测试过程中不限制呼气时间ꎬ因此不

能完全反映组织弹性状态和气道通畅程度ꎬ可能会存

在误差ꎬ对于评价学生呼吸功能指数的指标ꎬ建议采

用肺活量体重指数进行运动员选材和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综合评价会更有意义ꎮ
学校体育管理部门在体质健康测试管理工作中ꎬ

应根据学生的身体形态特征聚类进行区别化训练ꎬ对
Ａ 类别学生进行固定内容强化训练ꎻＢ 类别学生重点

进行心肺耐力训练ꎻ对 Ｃ 类别男生重点进行力量和爆

发力训练ꎬ女生重点进行心肺耐力和力量训练ꎮ 同时

体育工作部门在完成基本的训练安排之外ꎬ要将学生

体型管理工作纳入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训练科目内ꎬ
对学生进行健身健美、运动营养、运动处方等理论知

识的灌输ꎬ引导体重过轻和超重肥胖的学生通过饮食

和锻炼ꎬ将体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ꎮ 学校应加强对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跟踪工作ꎬ及时反馈和纠正学生体

质健康情况ꎬ以体质健康测试为手段ꎬ以增强学生体

质健康为目的ꎬ抓住相对应的强化因子重点训练ꎬ快
速有效地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ꎬ使学校体育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ꎬ做到健康和教育的深度融合ꎬ真正

意义上提高医学院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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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极关注农村学生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ꎬ及早采取

干预措施ꎮ 通常情况下ꎬ城市儿童青少年更容易获得

高能量食品而增加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ꎬ然而ꎬ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农村儿童青少年可能由于生活和饮

食习惯的融合而面临类似的风险ꎮ 农村的儿童青少

年应被视为将来的弱势人群ꎬ即使城市中的同龄人超

重和肥胖的风险更大ꎮ 考虑到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幅

度ꎬ宁夏地区应该将超重和肥胖视为儿童青少年营养

行动的主要关注焦点ꎮ 超重和肥胖的明显增加表明

宁夏地区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对策ꎬ包括对含

糖和脂肪的食品及饮料征税ꎬ增加促进饮食多样性的

财政补贴ꎬ提高体育锻炼和健康教育的实施力度ꎬ增
加获得营养服务的机会ꎮ 总之ꎬ决策者要通过多样化

的手段提前预防学生超重肥胖的发生ꎬ为儿童青少年

的健康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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