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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促进大学生运动与体质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

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广州市 ３ 所高校 １ ０３８ 名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情况问卷调查ꎮ 结果　 仅有 ３.３％(３４ / １ ０３８)
的大学生养成体育锻炼习惯ꎬ经常运动的学生占 ２６.５％(２７５ / １ ０３８)ꎬ７０.２％(７２９ / １ ０３８)的学生很少运动ꎻ大学生体质量指

数不达标的占 ３６.６％(３８０ / １ ０３８)ꎮ 大学生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平均得分为 ９.９８ꎬ其中得分大于均分者占 ５５.５％ ( ５７６ /
１ ０３８)ꎻ只有 ５４.７％的学生能达到中等强度以上的锻炼ꎮ 大学生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是强身健体( ６４.５％)、塑造形体

(４６.４％)和释放压力(３９.７％)ꎬ但常因为自身惰性、学业繁重和课余活动安排太满无法坚持锻炼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
男生(ＯＲ＝ １.３７５)、体育类专业(ＯＲ ＝ １０.６９６)、参与体育组织(ＯＲ ＝ １.４３９)、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得分大于平均分(ＯＲ ＝
１.９５３)的学生更容易养成体育锻炼习惯ꎮ 结论　 广州市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比例较低ꎮ 高校应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

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ꎬ改善大学生锻炼现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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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ꎬ如何提

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难题[１] ꎮ 据研究ꎬ适当的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最积极

有效的途径ꎬ通过体育运动的干预不仅可降低心血管

疾病、２ 型糖尿病和肥胖的发病率ꎬ还可有效预防心理

疾病ꎬ促进身心健康[２] ꎮ 为了解广州市大学生的体育

锻炼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高校制定改善体质健康的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广州市高校

开展了本次调查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０ 月ꎬ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广州市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３ 所

高校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ꎬ调查时兼顾年级

与专业的分布均衡ꎬ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ꎮ 共发放

问卷 １ １０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３８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４.４％(部分有效问卷存在缺项)ꎮ 其中男生 ４４１ 名

(４２. ３％)ꎬ 女生 ５９１ 名 ( ５６. ９％)ꎻ 大一学生 ３６９ 名

(３５.５％)ꎬ大二学生 ２０５ 名(１９.７％)ꎬ大三学生 ２６３ 名

(２５.３％)ꎬ大四及以上学生 ２００ 名(１９.３％)ꎻ文史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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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２３０ 名(２２.２％)ꎬ理工类学生 １９８ 名(１９.１％)ꎬ医科

类学生 ２１７ 名(２０.９％)ꎬ经管类学生 ２８７ 名(２７.６％)ꎬ
体育类学生 １０１ 名(９.７％)ꎻ生源地为内地城镇学生

５０８ 名(４８.９％)ꎬ内地农村学生 ２５１ 名(２４.２％)ꎬ港澳

台地区学生 ２７４ 名(２６.４％)ꎮ
１.２　 方法　 参考文献[３－４]ꎬ结合研究内容和目标ꎬ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咨询后定稿ꎮ
选择流行病学专业背景并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体育锻炼情况、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和体育锻炼动机

需求等ꎮ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及生源

地等ꎻ体育锻炼情况主要包括锻炼时间、场所、形式、
方式及强度等ꎻ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包括学生对体育

锻炼在学习、生活、增加自信心、缓解心理问题等方面

的重要性认知程度ꎻ体育锻炼动机需求包括体育锻炼

主要动机、不参与锻炼的原因及对体育理论知识需求

等ꎮ 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按“不重要、一般、重要、非
常重要”４ 个等级赋予 ０ ~ ３ 分ꎬ总分为 １５ 分ꎬ总分越

高ꎬ表明调查对象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越好ꎬ统
计大于平均分的人数ꎮ 学生自报身高与体重ꎬ根据公

式计算其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５] ＢＭＩ ＝
体重(ｋｇ) / 身高２( ｍ２ )ꎮ 按照中国 ＢＭＩ 指数评定等级

标准进行分类统计ꎬ<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偏瘦ꎻ１８.５ ~ ２３.９
ｋｇ / ｍ２ 为正常ꎻ２４ ~ ２７.９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ꎮ ≥２８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ꎮ 参考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判定标准[６－７] 定义:
习惯运动者指每周从事体育运动 ３ 次及以上ꎬ每次锻

炼时间 ０.５ ｈ 以上ꎬ中等强度及以上ꎬ运动年限在 １ 年

以上的人群ꎻ经常运动者指每周锻炼的频率、时间及

强度中有 １ 项达不到习惯运动要求ꎬ但运动年限满 ６
个月尚不足 １ 年的人群ꎻ很少运动者指每周锻炼的频

率、时间及强度有 ２ 项及以上达不到习惯运动要求ꎬ且
运动年限不满 ６ 个月的人群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ꎬ制定统一的调

查说明ꎬ由调查员向学生详细介绍调查目的、问卷的

填写方法和填写注意事项ꎬ统一发放问卷ꎬ由学生独

立自行填写并当场收回问卷ꎮ 对回收的问卷及时进

行整理、核对和编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建立数

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对调查对象进行统计

分析ꎮ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
验和方差分析ꎻ应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ꎬ分别以习惯运动者和

经常运动者组成的经常运动组与很少运动者组成的

很少运动组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
ＢＭＩ、生活压力状况、健康状况、参与体育组织情况及

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等 ９ 个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

量ꎬ按照纳入标准 α ＝ ０.１０ꎬ排除标准 α ＝ ０.１５ꎬ用似然

比前进法筛选变量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２.１.１　 不同特征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很少运动 经常运动 习惯运动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３５ ２７２(６２.５) １３４(３０.８) ２９(６.７) ３９.９６ <０.０１

女 ５６８ ４３１(７５.９) １３３(２３.４) ４(０.７)
年级 大一 ３５１ ２４１(６８.７) １００(２８.５) １０(２.８) ５.０６ >０.０５

大二 ２０１ １３４(６６.７) ６１(３０.３) ６(３.０)
大三 ２６１ １８７(７１.６) ６４(２４.５) １０(３.８)
大四及以上 １９５ １４５(７４.４) ４３(２２.１) ７(３.６)

专业 文史类 ２２５ １６９(７５.１) ５２(２３.１) ４(１.８) １２３.５４ <０.０１
理工类 １９４ １４７(７５.８) ４２(２１.６) ５(２.６)
医科类 ２０３ １４７(７２.４) ５３(２６.１) ３(１.５)
经管类 ２８３ ２２０(７７.７) ５７(２０.１) ６(２.１)
体育类 ９９ ２１(２１.２) ６３(６３.６) １５(１５.２)

生源地 城镇 ４９１ ３４３(６９.９) １３６(２７.７) １２(２.４) ４.２４ >０.０５
农村 ２４４ １６６(６８.０) ６８(２７.９) １０(４.１)
港澳台 ２７０ １９７(７３.０) ６２(２３.０) １１(４.１)

营养状况 偏瘦 ２５２ １９３(７６.６) ５７(２２.６) ２(０.８) １８.９３ <０.０１
正常 ５９５ ４０３(６７.７) １７０(２８.６) ２２(３.７)
超重 ７４ ４５(６０.８) ２２(２９.７) ７(９.５)
肥胖 ２０ １５(７５.０) ４(２０.０) １(５.０)

生活压力状况 有 ７９９ ５６５(７０.７) ２１４(２６.８) ２０(２.５) ７.１５ <０.０５
无 ２１０ １４３(６８.１) ５４(２５.７) １３(６.２)

健康状况 精力充沛 １３２ ９０(６８.２) ２６(１９.７) １６(１２.１) ２８.７０ <０.０１
健康 ４７６ ３２９(６９.１) １３９(２９.２) ８(１.７)
一般 ４００ ２８８(７２.０) １０３(２５.８) ９(２.３)

参与体育组织 有 ２００ １２８(６４.０) ５９(２９.５) １３(６.５) ９.９９ <０.０１
无 ７９２ ５７０(７２.０) ２０２(２５.５) ２０(２.５)

对锻炼重要性认知得分 ≥均分 ５４３ ３５７(６５.７) １６０(２９.５) ２６(４.８) １３.４４ <０.０１
<均分 ４３８ ３２８(７４.９) １０３(２３.５) ７(１.６)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部分问卷存在缺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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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很少运动者、经常运动者、习惯运动者分

别占 ７０.２％ꎬ２６.５％ꎬ３.３％ꎮ ６３.４％的大学生体型正常ꎬ
２６.８％偏瘦ꎬ７.７％超重ꎬ肥胖占 ２.１％ꎮ 体育锻炼重要

性认知得分最高为 １１.８５ 分ꎬ最低为 ９.１４ 分ꎬ平均得分

为(９.９８±３.１５)分ꎻ５５.５％的大学生对体育锻炼重要性

认知得分尚可ꎬ４４.５％低于平均分ꎮ 不同性别、专业、
ＢＭＩ、生活压力状况、健康状况、体育组织参与情况和

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的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ꎬ其中男生、体育类专

业、超重及有参与体育组织者最能养成运动习惯ꎬ年
级和生源地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１.２　 大学生日常体育锻炼特点 　 大学生最主要的

锻炼时间是晚上 ( ５１. ４％)、 下午 ( ２６. １％) 和早晨

(９.２％)ꎻ最主要的锻炼场所是学校的室外运动场

(６８.６％)、室内运动场(１５.０％)以及宿舍(５.６％)ꎻ锻
炼形式前 ３ 位是和同学朋友一起锻炼(５０.４％)、独自

一人(３９.５％)、参加社团组织(５.８％)ꎻ最主要的锻炼

方式是跑步 ( ３１. ６％)、 散步 ( ２１. ８％) 和球类运动

(１７.９％)ꎻ受访学生达到中等强度以上运动者占总人

数的 ５４.７％ꎮ
２.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需求和不运动原因

２.２.１　 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和不运动原因 　 大学生

体育锻炼主要动机前 ３ 位分别是强身健体(６４.５％)、
塑造形体(４６.４％)和释放压力(３９.７％)ꎮ ５２.５％的大

学生不运动主要是因为自身惰性ꎬ４５.６％的学生因学

业繁重ꎬ３１.１％的大学生由于课余活动安排太满而无

法协调时间参与运动锻炼ꎮ 男女生体育锻炼的主要

动机与总人群一致ꎬ但仍有部分动机不同ꎬ如女生为

体测达标(２５.５％)和娱乐消遣(１９.１％)而运动ꎬ男生

运动更多是娱乐消遣 ( ２７. ９％) 与提高运动技能

(２２.９％)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需求 　 大学生最需要的体育

理论知识分别为专业的锻炼方法(２６.７％)、养生保健

知识(２０.７％)、运动伤害的处理(１９.４％)ꎻ受访者中获

取体育锻炼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分别是网络(５６.８％)、
广播电视(２０.３％)、宣传活动与讲座(１０.３％)ꎮ
２.３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分析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ꎬ性别、专业、体育组织参与情况

和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进入模型ꎬ是体育锻炼习惯养

成的促进因素ꎬ其中男生( ＯＲ ＝ １. ３７５)、体育类专业

(ＯＲ ＝ １０.６９６)、参与体育组织(ＯＲ ＝ １.４３９)、体育锻炼

重要性认知得分大于平均分(ＯＲ ＝ １.９５３)的学生更容

易养成体育锻炼习惯(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广州市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与不运动原因的性别间比较

锻炼动机和

不运动原因

男生

(ｎ ＝ ４４１)

女生

(ｎ ＝ ５９１)

合计

(ｎ ＝ １ ０３２)
体育锻炼动机
　 强身健体 ２８８(６５.３) ３８２(６４.６) ６７０(６４.９)
　 塑造形体 １７９(４０.６) ３０３(５１.３) ４８２(４６.７)
　 释放压力 １７３(３９.２) ２３９(４０.４) ４１２(３９.９)
　 娱乐消遣 １２３(２７.９) １１３(１９.１) ２３６(２２.９)
　 体测达标 ７２(１６.３) １５１(２５.５) ２２３(２１.６)
　 提高运动技能 １０１(２２.９) ５７(９.６) １５８(１５.３)
　 社会交往 ６０(１３.６) ３６(６.１) ９６(９.３)
　 磨砺意志 ４８(１０.９) ３２(５.４) ８０(７.８)
　 朋友建议 ３４(７.７) ２６(４.４) ６０(５.８)
　 其他 １７(３.９) ２８(４.７) ４５(４.４)
不运动原因
　 自身惰性ꎬ没兴趣 １８７(４２.４) ３５８(６０.６) ５４５(５２.８)
　 学业繁重 ２０３(４６.０) ２７０(４５.７) ４７３(４５.８)
　 课余活动太满 １２９(２９.３) １９４(３２.８) ３２３(３１.３)
　 缺少锻炼的同伴 １０４(２３.６) １２４(２１.０) ２２８(２２.１)
　 没有体育场地 ７９(１７.９) ７９(１３.４) １５８(１５.３)
　 不知道该怎么锻炼 ４９(１１.１) ６７(１１.３) １１６(１１.２)
　 缺乏运动装备 ５０(１１.３) ６２(１０.５) １１２(１０.９)
　 沉迷网络 ５０(１１.３) ２７(４.６) ７７(７.５)
　 其他 １９(４.３) ２１(３.６) ４０(３.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性别数据存在缺失值ꎮ

表 ３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的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０３８)

自变量与常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性别 男 ０.３１９ ０.１６２ ３.８６２ １.３７５(１.００１ ~ １.８９０) ０.０４９
专业 理工类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５ ０.６０７ ０.８１９(０.４９７ ~ １.３５２) ０.４３６

医科类 －０.００７ ０.２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３(０.６２２ ~ １.５８５) ０.９７６
经管类 －０.２９８ ０.２２７ １.７３４ ０.７４２(０.４７６ ~ １.１５７) ０.１８８
体育类 ２.３７０ ０.３０６ ５９.７９５ １０.６９６(５.８６６ ~ １９.５０３) ０.０００

参与体育组织 有 ０.３４６ ０.１９１ ３.６３０ １.４３９(０.９９０ ~ ２.０９４) ０.０５７
对锻炼重要性认知 ≥均分 ０.６６９ ０.１７３ １５.０３９ １.９５３(１.３９２ ~ ２.７３８) ０.０００
常量 －１.６１０ ０.１９９ ６５.７１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注:性别以女生为参照ꎬ专业以文史类为参照ꎬ参加体育组织以无为参照ꎬ对锻炼重要性认识以得分小于均分为参照ꎮ

３　 讨论

近年来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ꎬ上网占据了大学生

大部分的时间ꎬ严重妨碍体育锻炼的实施ꎬ造成身体

素质日趋下降[８] ꎮ 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ꎬ

发病人群呈低龄化[９] ꎮ 当代大学生平日里多从事脑

力活动ꎬ常常静坐少动ꎬ体力运动严重不足ꎬ而这些因

素恰恰又是慢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１０] ꎮ
本次研究调查的 １ ０３８ 名大学生中ꎬ只有 ３.３％能

坚持规律的运动ꎬ２６.５％能保持经常性运动ꎬ７０.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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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参与运动ꎬ与李培庆等[１１]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仅

６３.４％的大学生身体体型正常ꎬ２６. ８％ 偏瘦ꎬ７. ７％ 超

重ꎬ肥胖占 ２.１％ꎮ 仅有 ５５.５％的大学生对体育锻炼重

要性认知得分大于平均分ꎮ 提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

情况不容乐观ꎬ体质状况令人堪忧ꎬ体育锻炼重视程

度不够ꎮ 马里昂等[１２]的研究得知ꎬ规律的体育运动可

降低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ꎮ 因此ꎬ要想增强大学生体

质ꎬ必须使大学生真正养成规律体育锻炼的习惯ꎮ
调查发现ꎬ受访大学生大多数倾向于晚上和同

学 / 朋友在学校的室外运动场一起跑步ꎬ主要与学生

的生活学习实际情况有关ꎮ 大学生白天有沉重的课

程任务ꎬ唯有晚上才有空闲时间和同学一起运动ꎬ而
在学校最方便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ꎮ 只有 ５４.７％的学

生能达到中等强度以上的锻炼ꎬ虽然部分学生坚持规

律运动ꎬ但运动强度不够ꎬ未能真正发挥运动的作用ꎮ
此外ꎬ本调查显示ꎬ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主要动机排

名前 ３ 位分别是强身健体、塑造形体和释放压力ꎬ与刘

洪俊[１３]的研究一致ꎮ 部分大学生常因为懒惰和课余

活动安排太满而不去运动ꎬ缺乏运动自觉性ꎬ也有小

部分因繁重的学业而未能合理安排好运动时间ꎬ体育

意识比较淡薄ꎬ与苏亮[１４]的研究一致ꎮ 大学生最迫切

需要的体育理论知识是专业的锻炼方法ꎬ而获取体育

锻炼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网络ꎮ
本调查还发现ꎬ男生、体育类专业、超重及有参与

体育组织者最能养成运动习惯ꎬ该群体常自觉精力充

沛ꎬ生活压力小ꎬ对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较好ꎬ其中性

别、专业、体育组织参与情况和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

是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促进因素ꎮ 体育锻炼习惯的

养成和专业的关系较大ꎬ特别是体育类专业ꎮ 男生锻

炼意愿高于女生ꎬ可能是因为女生参与运动的最关键

因素是环境和氛围[１５] ꎬ因此大部分女大学生参加体育

运动的意愿不高ꎬ常常充当场外观众的角色ꎬ缺乏锻

炼的热情ꎬ与田海滨[１６]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而有参加体

育组织和对体育锻炼重要性认知较好的学生更容易

养成体育锻炼习惯ꎬ提示应以提高大学生体育锻炼重

要性认知水平和协助体育相关的社团组织发展为着

力点ꎬ促使更多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ꎮ
综上所述ꎬ只有小部分大学生能养成运动习惯ꎬ

运动强度与量都有待提升ꎬ其中女生锻炼水平远不如

男生ꎮ 大学生锻炼意识较差ꎬ体育锻炼的认知与了解

尚不够透彻ꎬ参与体育组织的力度不够ꎮ 鉴于此ꎬ学
校应该加大硬件设施的建设力度和完善运动场地与

器材ꎬ增加室外运动场地的开放ꎬ从运动时间、运动设

施与环境各方面予以保障ꎬ为学生营造运动的氛围环

境ꎮ 有调查表明ꎬ教师的因素在学生锻炼习惯形成中

占有重要地位[１７] ꎬ因此ꎬ学校应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

设ꎮ 校方可利用微信平台的发展ꎬ以公众号形式传播

体育锻炼知识ꎬ积极引导大学生的体育兴趣ꎬ提高学

生对体育锻炼的认知ꎬ改变学生锻炼态度ꎬ也为学生

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运动处方提供参考依据ꎮ 高校

应采取符合不同性别特点的指导方法ꎬ重视女大学生

的特殊性ꎬ定期开展富有特色的课余体育锻炼活动ꎬ
促使更多的女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ꎮ 同时ꎬ高校还需

要加强校园体育运动文化氛围ꎬ从宏观上营造全校参

与体育的良好校园环境ꎬ从而为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

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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