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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１８ 岁学生体育锻炼家庭支持性环境对身体素质的影响ꎬ为指导家长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提供依据ꎮ 方法　 利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体能测试资料ꎬ包括 ５０ ｍ 跑、耐力跑、立定跳远、握力、引

体向上 / 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共 ６ 项体能测试指标ꎬ按照年龄、性别进行标准化ꎬ计算 Ｚ 评分ꎬ比较不同家庭支持性环境下

学生身体素质的差异ꎮ 结果　 学生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中ꎬ不支持率男生高于女生(１０.９４％和 ８.６９％)ꎬ乡村学生

高于城市学生(１０.７８％和 ８.８５％)ꎻ１０~ １２ 岁年龄段学生不支持率最高ꎬ为 １０.４２％ꎬ高于 １３ ~ １５ 岁(９.７８％)和 １６ ~ １８ 岁年

龄段(９.０９％)ꎻ中部地区学生不支持率最高ꎬ为 １０.６８％ꎬ高于东部(８.８７％)和西部(１０.１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２４７.９８ꎬ１８３.２２ꎬ５９.３７ꎬ１１２.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中的学生握力、短跑和耐力跑、立定跳远、仰

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 Ｚ 评分均优于不支持的中学生ꎬ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地区学生中均呈现相同的趋势ꎮ 结论　 体育

锻炼家庭支持性环境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积极作用ꎬ家长应支持学生进行体育锻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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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ꎬ他们的体质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素质ꎬ直接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发

展ꎮ 体育锻炼缺乏是体质下降的重要原因ꎬ并且可显

著增加慢性病的发病风险[１] ꎮ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工作开展近 ３０ 年来ꎬ学生的形态发育指标和营养状

况不断改善[２] ꎬ身体素质却未得到全面的提高ꎬ甚至

个别指标还有所下降[３－５] ꎮ 重视身体素质教育在教育

中的地位ꎬ提出适合当前青少年身体素质的体育活动

策略具有重要意义[３ꎬ６] ꎮ
家庭对学生体育锻炼活动的态度对于学生各项

７９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第 ３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９



身体素质具有重要影响ꎮ 国外研究显示ꎬ家庭体育锻

炼支持性环境与儿童参加体育锻炼存在直接联系ꎬ且
可以促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７] 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ꎬ了解家庭对学

生体育锻炼活动支持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ꎬ从而为

指导家长支持学生体育锻炼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研究对象来自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中 １０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ꎬ共纳入学生

１５６ ６９３ 名ꎬ其中男生 ８６ ８２８ 名ꎬ女生 ８６ ９１９ 名ꎻ城市

学生 ８６ ９８９ 名ꎬ乡村学生 ８６ ７５８ 名ꎻ１０ ~ １２ꎬ１３ ~ １５ꎬ１６
~１８ 岁学生分别为 ６７ ４１３ꎬ５３ ５６７ꎬ５２ ７６７ 名ꎮ 具体抽

样方案见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８] ꎮ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４ 年全国调查均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

和统一的调查质控方案ꎮ 身体素质指标包括 ５０ ｍ 跑

(短跑)、耐力跑、立定跳远、握力、引体向上 / 仰卧起坐

和斜身引体、坐位体前屈共 ６ 项体能测试指标ꎬ按照年

龄、性别进行标准化ꎬ并计算 Ｚ 评分[９] ꎮ 不同体育锻

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的分类以所有被测对象填写的

问卷为依据:“你的父母是否支持你进行体育锻炼活

动?”ꎬ４ 个选项中非常支持、支持、不太支持、不支持ꎬ
以前 ２ 项为支持性环境ꎬ后 ２ 项为不支持性环境ꎮ 测

量方法依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细则” [８]

执行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整理分析数据ꎮ 对

各指标的 Ｚ 评分分性别、年龄段、地区进行分析ꎬ采用

ｔ 检验ꎬ比较不同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下各指

标 Ｚ 评分的差异ꎮ 不同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

的学生比例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地区间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组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法进行调整 Ｐ 检验

值的两两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情况　
学生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的情况中ꎬ支持率女

生高于男生ꎬ城市学生高于乡村学生ꎻ１６ ~ １８ 岁年龄

段学生报告支持率最高ꎬ为 ９０.９１％ꎻ东部地区学生报

告支持率最高ꎬ为 ９１.１３％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儿童青少年身

体素质评分比较 　 见表 ２ ~ ４ꎮ 在体育锻炼活动支持

的家庭环境中学生身体素质指标均高于不支持的中

学生ꎬ男、女生呈现相同的趋势ꎮ 除了男生中仰卧起

坐和坐位体前屈 Ｚ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他指

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

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支持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８６ ８２８ ７７ ３２９(８９.０６) ２４７.９８ <０.０１

女 ８６ ９１９ ７９ ３６４(９１.３１)
城乡 城市 ８６ ９８９ ７９ ２９０(９１.１５) １８３.２２ <０.０１

乡村 ８６ ７５８ ７７ ４０３(８９.２２)
年龄 / 岁 １０~ １２ ６７ ４１３ ６ ０３９１(８９.５８) ５９.３７ <０.０１

１３~ １５ ５３ ５６７ ４８ ３２９(９０.２２)
１６~ １８ ５２ ７６７ ４７ ９７３(９０.９１)

地区 东部 ６４ ６１６ ５８ ８８５(９１.１３) １１２.５１ <０.０１
中部 ４６ ８８２ ４１ ８７６(８９.３２)
西部 ６２ ２４９ ５５ ９３２(８９.８５)

合计 １５６ ６９３ １５６ ６９３(９０.１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男女青少年不同家庭支持环境身体素质 Ｚ 评分比较(ｘ±ｓ)

性别 支持环境 人数 统计值 握力 ５０ ｍ 跑 立定跳远
仰卧起坐 /
引体向上

耐力跑 坐位体前屈

男 支持 ７７ ３２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０.９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
不支持 ９ ４９９ －０.０２±１.０３ ０.０５±１.０３ －０.０４±１.０１ ０.０１±１.０２ ０.０５±１.０１ －０.０１±０.９９

ｔ 值 ２.４０∗ ５.８４∗ ４.５０∗ ０.７２ ５.５０∗ １.２５
女 支持 ７９ ３６４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２±０.９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不支持 ７ ５５５ －０.０３±１.０１ ０.０９±１.０６ －０.０４±１.０１ －０.１２±０.９８ ０.０８±１.０３ －０.０９±１.０１
ｔ 值 ２.７９∗ ８.０１∗ ４.０１∗ １２.２３∗ ７.３４∗ ８.５７∗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各年龄组儿童青少年不同家庭支持环境身体素质 Ｚ 评分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支持环境 人数 统计值 握力 ５０ ｍ 跑 立定跳远
仰卧起坐 /
引体向上

耐力跑 坐位体前屈

１０ ~ １２ 支持 ６０ ３９１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２±０.９９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不支持 ７ ０２２ －０.０５±１.００ ０.０８±１.０４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５±１.０２ ０.０４±１.０４ －０.０２±０.９９

ｔ 值 ４.９０∗ ７.７５∗ ３.４２∗ ５.２７∗ ４.２１∗ ２.９９∗

１３ ~ １５ 支持 ４８ ３２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０.９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不支持 ５ ２３８ －０.０１±１.０４ ０.０７±１.０４ －０.０４±１.０１ －０.０６±０.９８ ０.０９±１.０１ －０.０６±１.０１

ｔ 值 ０.５４ ５.７４∗ ３.５５∗ ４.３５∗ ７.０６∗ ４.５０∗

１６ ~ １８ 支持 ４７ ９７３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０.９９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
不支持 ４ ７９４ －０.０１±１.０３ ０.０４±１.０５ －０.０５±１.０４ －０.０５±１.００ ０.０７±１.０２ －０.０６±１.００

ｔ 值 ０.４９ ３.１０∗ ３.５３∗ ３.４９∗ ４.６１∗ ４.３９∗

　 注:∗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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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各地区儿童青少年不同家庭支持环境身体素质 Ｚ 评分比较(ｘ±ｓ)

地区 支持环境 人数 统计值 握力 ５０ ｍ 跑 立定跳远
仰卧起坐 /
引体向上

耐力跑 坐位体前屈

东部 支持 ５８ ８８５ ０.０３±１.００ －０.２０±０.９５ ０.２０±０.９７ ０.２０±１.０４ －０.１３±０.９９ ０.０５±１.０２
不支持 ５ ７３１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１４±１.０１ ０.１８±０.９８ ０.１３±１.０３ －０.０５±１.０３ －０.０３±１.０３

ｔ 值 １.５３ ４.７９∗ １.５１ ４.９４∗ ５.４９∗ ５.９３∗

中部 支持 ４１ ８７６ ０.１０±１.０４ ０.１３±１.０２ －０.０４±１.０３ －０.１３±０.９５ ０.１０±１.０３ ０.０２±１.０１
不支持 ５ ００６ ０.０７±１.０９ ０.１９±１.０６ －０.１１±１.０７ －０.１８±０.９８ ０.２１±１.０８ －０.０６±１.００

ｔ 值 １.８１ ３.８７∗ ４.３８∗ ３.４１∗ ６.８５∗ ４.７４∗

西部 支持 ５５ ９３２ －０.０９±０.９６ ０.０８±０.９８ －０.１４±０.９６ －０.０９±０.９７ ０.０３±０.９６ －０.０４±０.９７
不支持 ６ ３１７ －０.１３±０.９７ ０.１６±１.０３ －０.１７±０.９６ －０.１１±０.９７ ０.０５±０.９６ －０.０５±０.９７

ｔ 值 ２.９８∗ ５.６９∗ ２.１８∗ ２.１９∗ １.５５ ０.５８

　 注:∗Ｐ<０.０５ꎮ

　 　 在 １０ ~ １２ꎬ１３ ~ １５ 和 １６ ~ １８ 岁年龄段中均呈现体

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环境中的学生身体素质指标高

于不支持环境中学生的相同趋势ꎬ除 １３ ~ １５ 和 １６ ~ １８
岁的握力 Ｚ 评分外ꎬ其余年龄段的各指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学生中均呈现体育锻炼活

动家庭支持环境中的学生身体素质指标高于不支持

环境中学生的相同趋势ꎮ 除东部握力和立定跳远、中
部的握力、西部的耐力跑和坐位体前屈等 Ｚ 评分外ꎬ
其余地区的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３　 讨论

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性环境对于儿童青少年

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ꎬ身体素质可以影响学生的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学习成绩等方面[１０] ꎮ 本研究通过

对 ２０１４ 年全国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 １０ ~ １８ 岁儿童青

少年的身体素质指标分析发现ꎬ在体育锻炼活动家庭

支持环境中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指标均优于不支持

环境中学生的各项指标ꎬ其中包括握力、５０ ｍ 跑、立定

跳远、仰卧起坐 / 引体向上、斜身引体、耐力跑和坐位

体前屈ꎬ涉及学生的肌力、耐力、爆发力、柔韧性等方

面ꎮ 并且本研究结果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

地区均呈现相同的趋势ꎮ 体育锻炼可以降低儿童肥

胖、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病的风险[１１－１２] ꎬ而且有研究显

示ꎬ体育锻炼可以较好预防儿童近视的形成[１３] ꎮ 目前

众多家长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活动持有不同的态度ꎬ
有的家长认为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ꎬ不应该进行过多

的体育锻炼ꎻ另外一些家长认为学生应该进行体育锻

炼ꎬ适当的体育锻炼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成绩ꎮ 当然ꎬ
家长对于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活动的态度对学生的各

个方面均会产生影响ꎮ 家长不支持学生进行体育锻

炼ꎬ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活动的频率会明显降低ꎬ各项

身体素质均会低于同年龄同性别的学生ꎬ长期会导致

各种疾病的发生ꎮ 有研究显示ꎬ家庭是儿童体育锻炼

意识形成最重要的一部分[１４] ꎮ 加强家庭对儿童体育

锻炼意识的培养ꎬ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各个方面的健

康成长ꎮ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ꎬ体育锻炼可降低儿童青少年

甚至全生命周期慢性病的发病风险ꎬ如肥胖、心血管

疾病、癌症和 ２ 型糖尿病等[１５] ꎮ 更重要的是ꎬ体育锻

炼对儿童认知和大脑发育具有重要作用ꎬ一方面通过

减弱各类疾病的发病风险从而间接改善大脑认知状

况和促进大脑在儿童时期的发育[１６] ꎮ 另一方面ꎬ动物

模型研究发现ꎬ体育锻炼可能是早期大脑神经发育、
突触发生以及脑血管系统发育成熟过程中潜在的刺

激物[１７] ꎮ 且有研究证实ꎬ体育锻炼可以抑制人体内与

年龄相关的海马组织的丧失ꎬ从而改善并提高人体的

空间立体思维和记忆功能[１８] ꎮ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大

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ꎬ该时期的体育锻炼对儿童大脑

的健康发育尤为重要ꎬ因此营造家庭体育锻炼支持性

环境ꎬ增加儿童体育锻炼ꎬ可以促进大脑的功能发育ꎬ
提高认知和记忆力等能力ꎬ从而进一步增加大脑的使

用效率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体育锻炼活动家庭支持性环境

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促进作用ꎬ表现在支持性环境下

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和柔韧性均优于家庭不支持

环境下的学生ꎮ 因此ꎬ建议家长不但要重视学生的学

习成绩ꎬ而且更要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ꎬ让学生积极

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活动ꎬ可对学生的生长发育起到促

进作用ꎬ更加会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ꎮ 改善家庭

的支持性环境ꎬ首先要改变父母的认识ꎬ形成正确的

体育观ꎬ体育锻炼不仅为了休闲娱乐ꎬ更是为了学生

的身心健康ꎮ
其次ꎬ家长要善于发掘学生的体育爱好和运动潜

能ꎬ激发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ꎮ 最后ꎬ家长也要

参与到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中ꎬ不仅增加了感情交

流ꎬ而且会增加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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