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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文献资料调研、体质测试、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 ,对山西省 19～22 岁独生与非独生
子女大学生身体形态、机能发育和身体素质发展等多项指标进行动态分析比较 ,揭示了大学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体质中存在的差异。据此 ,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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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广大的体育、教育、卫生工作者对学

生的体质状况、特点和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表

了不少研究成果。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我国普遍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随之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体质健康状况方

面是否存在差异就日渐成为家庭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本

文以 1995 、2000 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中山西省大学生体质

调查资料 ,以 2003 年山西省高校最后一次 (从 2004 年起全

国将普遍实行新的健康标准)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

的数据为样本 ,对此 9 年间山西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

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发育和身体素质的发展变化进行动态

分析 ,以便找出大学生体质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首先 ,以 1995 和 2000 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在山西省确

定的 3 所面向全省招生的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

学院的 5200 名 19～22 岁男、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

1995 年 2456 人 (独生子女 915 人 ,非独生子女 1541 人) ,

2000 年 2744 人 (独生子女 1206 人 ,非独生子女 1538 人) 。

其次 ,2003 年在同样以上 3 所学校 ,我们以随机整群抽样的

方式 ,从 2002 级学生中抽取 2762 人 (独生子女 1356 人 ,非

独生子女 1406 人) 。3 次调研共获取样本 7962 人 ,独生子

女比例占到了学生总数的 43.67% 。根据 19 岁以上学生体

质趋向稳定的特点 ,我们将 19～22 岁的大学生合并为一个

年龄组讨论 ,研究对象均为健康无病的正常学生。

2.2 　研究方法

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手册中的规

定 ,选用其中身高、体重、胸围、维尔维克指数 [ (胸围 + 体

重) / 身高 ×100] 、克托莱指数 (体重/ 身高 ×1000 ) 、肺活量、

肺活量/ 体重、50m 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男) 、1min 仰卧

起坐 (女) 、1000m 跑 (男) 、800m 跑 (女) 、立位体前屈共 14

项指标进行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之

间的动态分析 ,对指标平均数的差值进行差异显著性的 t 检

验。所有数据处理均在 SPSS10.0 软件支持下进行。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身体形态发育状况

身高 :作为身体形态特征的一项基本指标 ,不仅反映了

学生骨骼生长发育的基本特点 ,而且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学

生身体纵向生长发育水平。在生长发育时期 ,该指标受遗

传、营养状况、年龄、性别、地区、体育锻炼、疾病等因素的影

响。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995 —2003 年山西省大学生的身高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且独生子女增长速度高于非独生子女。

其增长值分别为 :独生男身高平均增长 0.89cm, 独生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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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0.92cm 。非独生男平均增长 0.32cm, 低于独生男 0.

57 cm, 非独生女平均增长 0.26cm, 低于独生女 0.66cm 。与

9 年前相比 ,非独生子女身高增幅较小 ,说明 19～22 岁非独

生子女大学生身高发育趋于稳定无显著变化 ( P >0.05 ) ;而

独生子女大学生身高增幅相对较大 ( P <0.01 ) ,从 1995 —

2003 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体重 :由表 1 可知 ,2003 年独生男、非独生女大学生的体

重与 1995 年和 2000 年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 ,独

生男大学生的体重与 2000 年相比平均增长了 4.07k g, 与

1995 年相比平均增长了 6.48k g。非独生女大学生的体重与

2000 年相比平均增长了 3.07k g, 与 1995 年相比平均增长了

5.90k g。并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0.01 ) 。9 年间非独生

男大学生的体重虽然没有独生男增长的快 ,平均增长值为

2.76k g, 但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0.01 ) 。独生女体重的平

均增长值最小 ,仅为 0.27k g,这与独生女崇尚苗条、健美有很

大关系。可以说 ,9 年间学生横向发育有了不同幅度增长 ,分

析其原因主要是 :生活水平提高 ,营养过剩 ,运动减少。

表 1 　本研究被调查山西省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身体形态发育平均增长值比较一览表

类别
1995 年 (A) 2000 年 (B) 2003 年 (C) C —A C —B

n X ±S n X ±S n X ±S 差值 差值

身高 (cm) 独生 男 450 171 .09 ±5.85 601 171 .6 ±5.83 686 171 .98 ±5.73 0.89 3 3 0.38 3 3

女 465 158 .87 ±5.39 605 159 .34 ±5.51 670 159 .79 ±5.57 0.92 3 3 0.45 3 3

非独生 男 801 170 .4 ±5.66 760 170 .51 ±5.87 706 170 .72 ±5.21 0.32 3 0.21

女 740 158 .61 ±5.25 778 158 .68 ±5.44 700 158 .87 ±5.03 0.26 3 0.19

体重 (kg) 独生 男 450 56.85 ±6.73 601 59 .26 ±8.58 686 63.33 ±5.88 6.48 3 3 4.07 3 3

女 465 49.99 ±6.33 605 50.2 ±7.20 670 50.26 ±5.62 0.27 0.06

非独生 男 801 57.33 ±5.90 760 58 .24 ±6.45 706 60.09 ±6.63 2.76 3 3 1.85 3 3

女 740 45.03 ±5.67 778 47 .86 ±6.19 700 50.93 ±5.68 5.90 3 3 3.07 3 3

胸围 (cm) 独生 男 450 85.12 ±4.06 601 86 .15 ±4.76 686 87.8 ±7.70 2.68 3 3 1.65 3

女 465 79.51 ±4.32 605 80 .18 ±4.73 670 80.65 ±5.16 1.14 3 3 0.47

非独生 男 801 85.79 ±3.59 760 87 .75 ±4.27 706 84.91 ±5.17 -0 .88 -2 .84 3 3

女 740 79.53 ±4.19 778 78 .19 ±4.53 700 79.74 ±4.77 0.21 1.55 3 3

维尔维克指数 独生 男 450 82.98 ±6.90 601 84 .74 ±7.35 686 87.88 ±8.01 4.90 3 3 3.14 3 3

女 465 81.51 ±6.71 605 81 .83 ±6.79 670 81.93 ±6.93 0.42 0.10

非独生 男 801 83.99 ±7.02 760 85 .62 ±7.98 706 85.93 ±8.06 1.94 3 3 -0 .31 3

女 740 78.53 ±5.88 778 79 .44 ±6.05 700 82.25 ±6.57 3.72 3 3 2.81 3 3

克托莱指数 独生 男 450 332 .28 ±45.29 601 345 .34 ±47.48 686 368 .24 ±53.51 35.96 3 3 22.90 3 3

女 465 314 .66 ±44.11 605 315 .05 ±45.01 670 314 .54 ±44.09 -0 .12 -0 .51

非独生 男 801 336 .44 ±46.37 760 341 .56 ±47.03 706 351 .98 ±48.26 15.54 3 3 10.42 3 3

女 740 283 .9 ±37.93 778 301 .61 ±39.25 700 320 .58 ±46.04 36.68 3 3 18.97 3 3

　　注 : 3 3 P <0.01, 3 P <0.05, 下同。

　　胸围 :9 年间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胸围指标出现了

不同的变化趋势。表 1 显示 ,独生子女胸围指标一直处于稳

步攀升趋势 ( P <0.01 ) ,独生男平均增长幅度 2.68cm, 大于

独生女平均增长幅度 1.14cm 。非独生子女胸围指标的变

化 ,男、女之间差异较大。其中 ,非独生男 1995 —2000 年处

于上升阶段 ,由 1995 年的 85.79cm 增长为 2000 年的

87.75cm, 6 年平均增长 1.96cm, 但后 3 年即 2000 —2003 年

又由 87.75cm 降为 84.91cm, 下降了 2.84cm 。所以 ,非独

生男大学生胸围指标总体略有下降趋势。而非独生女恰好

与非独生男相反 ,先由 1995 年的 79.53cm 下降为 2000 年的

78.19cm, 到了 2003 年又上升了 1.55cm 达到 79.74cm 。

从反映人体发育匀称程度的维尔维克指数和用于了解

学生体型变化及营养状况的克托莱指数分析来看 ,除独生女

大学生克托莱指数略有下降外 ,其他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这说明大学生身体的充实度提高。“豆芽”体型有所改

善。若按中国青年体格发育指标评价 ,其克托莱指数 (体重/

身高 ×1000)的正常值为 350% ±10% (即 315～385) 。从表

1 可见 ,独生女大学生体格发育指数为 314.54 ～315.05, 属

于正常值的下限 ,说明独生女大学生体型的匀称度相对细

长 ,这与他们平时注重饮食结构 ,注意塑造优美体形相吻合。

独生和非独生男大学生的指数范围在 332.28 ～368.24 之

间 ,虽然都接近于正常值的中限 ,但通过仔细分析不难看出 ,

9 年间 ,非独生男体格发育指数增长了 15.54, 而独生男体格

发育指数却增长了 35.96 。其长幅之快 ,大大超过了非独生

男。所以 ,独生男大学生体型与 1995 年相比显得粗壮、强健

了许多。非独生女大学生体格发育指数的变化与独生男相

似。

综上所述 ,9 年来 ,大学生体重的持续上升和胸围不同程

度的改变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经济

实力的快速提升 ,国民营养膳食状况大为改善 ,从总体上给

学生形态发育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 ,如果不注重科学饮

食 ,体重增长速度过快 ,也将不利于学生身体的健康发展。

3.2 　机能发育状况

肺活量 :是反映呼吸机能的一项简易指标 ,它与身高、体

重和胸围等形态指标的发育密切相关。从表 2 可知 ,9 年间 ,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肺活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均呈下降

趋势 ,其下降幅度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 ( P <0.01 ) 。其中 ,独

生男肺活量平均下降 224ml, 独生女肺活量平均下降

199ml; 非独生男肺活量平均下降 186ml, 非独生女平均下

降135ml 。肺活量指数也都出现了负增长 (表 2) 。这也反映

出当代大学生呼吸机能的潜力减小 ,呼吸深度变浅。究其原

因 ,主要是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造成学生负担过重 ,致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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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无法得到保证。加之学生家长又

都“望子成龙”,只许埋头读书且假日补课 ,不许子女参加体

育活动 ,从而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表 2 　本研究被调查山西省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机能发育平均增长值比较一览表

类别
1995 年 (A) 2000 年 (B) 2003 年 (C) C —A C —B

n X ±S n X ±S n X ±S 差值 差值

肺活量 (ml) 独生 男 450 4 048 ±577.62 601 4 017 ±658.51 686 3 824 ±625.36 -224 3 3 -193 3 3

女 465 2 949 ±419.49 605 2 889 ±469.83 670 2 750 ±479.46 -199 3 3 -139 3 3

非独生 男 801 4 036 ±576.78 760 3 985 ±642.76 706 3 850 ±608.58 -186 3 3 -135 3 3

女 740 2 912 ±401.75 778 2 875 ±463.83 700 2 777 ±450.39 -135 3 3 -98 3 3

肺活量/ 体重 独生 男 450 71.20 ±9.04 601 67 .79 ±8.98 686 60.38 ±9.95 -10 .82 3 3 -7 .41 3 3

女 465 58.99 ±8.53 605 57 .55 ±7.67 670 54.72 ±8.63 -4 .27 3 3 -2 .83 3 3

非独生 男 801 70.40 ±9.42 760 68 .42 ±9.10 706 64.07 ±8.99 -6 .33 3 3 -4 .35 3 3

女 740 64.67 ±8.23 778 60 .07 ±8.92 700 54.53 ±9.57 -10 .14 3 3 -5 .54 3 3

3.3 　身体素质发展状况

表 3 显示 ,在反映速度素质的 50m 跑项目中 ,独生子女

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 P <0.01 ) ,9 年间平均提高 0.10s 和

0.09s 。而非独生子女 9 年间出现波浪式发展 ,1995 —2000

年呈现上升趋势 ,平均成绩男生由 1995 年的 7.60s 增长到

2000 年的 7.56s, 女生则由 9.63s 增长到 9.58s,2000 年之

后则开始下滑。

在代表下肢肌肉快速收缩力量的立定跳远的项目中 ,独

生与非独生子女均有显著性增长 ( P <0.01 ) 。其中 ,独生女

增长幅度最大 ,9 年平均增长值为 8.19cm, 独生男次之 ,平

均增长 6.22cm, 非独生子女平均增长值分别为 4.11cm 和

3.55cm 。

在反映韧带伸展性、弹性的立位体前屈项目中 ,除独生

女外 ,其他各组均呈显著下降趋势 ( P <0.01 ) 。且男生下降

幅度明显大于女生。

女生 800m 跑和男生 1000m 跑 ,与历年相比全部出现

了负增长 ,尤其是独生子女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 P <0.01 ) 。9

年间独生男平均慢了 15.88s, 独生女平均慢了 13.67s 。非

独生子女虽然不象独生子女下降那么明显 ,但与 9 年前相比

也慢了 2.94s 和 1.67s 。

可喜的是 ,9 年间 ,女生的 1min 仰卧起坐有了明显的提

高 ,特别是独生女 1min 仰卧起坐增长速度较快 ,由 25 次/

min 提高到 37 次/min, 平均提高了 12 次/min, 其增长幅度达

到 48% 。

表 3 　本研究被调查山西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身体素质变化比较一览表

类别
1995 年 (A) 2000 年 (B) 2003 年 (C) C —A C —B

n X ±S n X ±S n X ±S 差值 差值

50 cm 跑 (s) 独生 男 450 7.53 ±0.45 601 7.49 ±0.45 686 7.43 ±0.54 -0 .1 3 3 -0 .06 3

女 465 9.57 ±0.70 605 9.53 ±0.72 670 9.48 ±0.83 -0 .09 3 3 -0 .05 3

非独生 男 801 7.60 ±0.44 760 7.56 ±0.47 706 7.61 ±0.52 0.01 0.05 3

女 740 9.63 ±0.68 778 9.58 ±0.71 700 9.62 ±0.80 -0 .01 0.04

立定跳远 (cm) 独生 男 450 229 .10 ±18.118 601 233 .50 ±17.77 686 235 .32 ±19.26 6.22 3 3 1.82 3

女 465 166 .68 ±17.55 605 168 .70 ±17.60 670 174 .87 ±17.32 8.19 3 3 6.17 3 3

非独生 男 801 225 .90 ±17.61 760 228 .30 ±17.07 706 230 .01 ±18.61 4.11 3 3 1.71 3

女 740 170 .14 ±16.53 778 172 .04 ±16.62 700 173 .69 ±17.00 3.55 3 3 1.65 3

1 000m/800m 跑 (s) 独生 男 450 241 .50 ±24.20 601 250 .88 ±21.98 686 257 .38 ±27.48 15.88 3 3 6.50 3 3

女 465 243 .45 ±26.56 605 251 .36 ±22.81 670 257 .12 ±27.39 13.67 3 3 5.76 3 3

非独生 男 801 239 .12 ±21.24 760 240 .94 ±19.28 706 242 .06 ±25.71 2.94 3 1.12 3

女 740 243 .42 ±22.45 778 244 .07 ±21.22 700 245 .09 ±26.62 1.67 3 1.02 3

引体向上 (次) 独生 男 450 6.90 ±3.84 601 5.75 ±4.59 686 4.76 ±5.06 -2 .14 3 3 -0 .99

仰卧起坐 (次/min ) 女 465 25.00 ±9.40 605 33 .00 ±9.89 670 37.00 ±9.92 12 3 3 4 3 3

非独生 男 801 7.30 ±3.84 760 6.02 ±4.77 706 5.80 ±4.87 -1 .5 3 -0 .22

女 740 23.00 ±9.54 778 26.00 ±10.34 700 31 .00 ±10.18 8 3 3 5 3 3

立位体前屈 (cm) 独生 男 450 12.18 ±6.71 601 11 .73 ±7.28 686 8.61 ±7.73 -3 .57 3 3 -3 .12 3 3

女 465 12.98 ±5.94 605 12 .55 ±6.22 670 12.05 ±6.48 -0 .93 3 -0 .5 3

非独生 男 801 12.73 ±6.33 760 12 .00 ±6.56 706 9.77 ±6.91 -2 .96 3 3 -2 .23 3 3

女 740 12.14 ±5.60 778 11 .21 ±6.19 700 10.71 ±6.45 -1 .43 3 3 -0 .5 3

　　从 5 项素质测试指标分析结果来看 ,有升有降 ,独生子
女在短距离、短时间、高强度快速爆发力项目 ,如 50m 跑、立
定跳远、1min 仰卧起坐上展示出了较强的优势 ,而在长距离
的耐力项目 800m 、1000m 跑以及代表上肢绝对力量的男
生引体向上方面又落后于非独生子女。

分析 9 年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身体素质变化状况 ,

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 :1 ) 从 1985 —2000 年 4 次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来看 ,山西省从小学到高中学生的身体素
质总体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这种下降必然导致大学生身体素
质的相应下降 ;2) 目前学生课外活动时间越来越少 ,选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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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项目、费力费劲锻炼的更少。其原因是这些项目的练习方

法比较艰苦且单调乏味。再加上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善 ,步

行、负重的机会减少 ,因而使学生身体素质 ,尤其是耐力素质

的发展受到影响。那么 ,在代表全身主要肌群和心肺长时间

工作能力的耐力跑项目上均出现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3 )

目前 ,城镇新增人口中独生子女已占到 2/3 以上 ,而农村只

占 1/10 左右。很明显 ,非独生子女主要来自乡村 ,大部分的

独生子女则来自城镇。普遍而言 ,城市独生子女家长出于对

子女的疼爱 ,从小就不愿意让他们从事艰苦的运动 ,总希望

在家庭经济能力允许的基础上 ,让子女尝试更多的新鲜事

物 ,因而减少了参加户外体育锻炼的时间 ,忽视了通过体育

锻炼对孩子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 ,致使孩子长大

之后 ,不愿意从事类似长跑、越野等艰苦、枯燥的运动 ,这是

造成独生子女大学生耐力素质下降的原因之一。另外 ,近年

来城市学校体育设施虽然较以往有所改善 ,但体育活动空间

有限 ,锻炼场地也无明显的扩大和增加 ,这就从客观上促使

学生们把锻炼的兴趣投向了易于小场地开展的项目。与此

同时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有了较

大提高 ,而且办学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使得乡村学

生有了更广阔的场地进行户外运动。这也是造成独生子女

在短距离、短时间、高强度快速爆发力项目上能展示出较强

的优势 ,而在长距离的耐力跑等项目上又落后于非独生子女

的又一原因 ;4)由于个别学校领导受“教育不重视体育 ,体育

不重视学校体育”这样一种不正确思想的影响 ,认为体育在

高校不是重点学科 ,因此 ,在目前高校资金普遍不够充足的

情况下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修建运动场地 ,改善器材和设

备 ,造成学校对体育科目重视程度不够 ,从而制约了体育课

和课外活动的正常开展 ,这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无疑也产

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1 通过对 1995 —2003 年山西省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

生体质的动态分析 ,可以看出 ,在过去的 9 年中 ,大学生的身

高发育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独生子女的身高有上升势头 ;体

重除独生女 9 年间基本保持不变外 ,其他各组明显增高 ,表

明大学生营养过剩。胸围指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

存在明显差异 ,身体发育匀称度有较大改善 ;肺活量及肺活

量指数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 ,其中 ,独生子女下降幅度明显

大于非独生子女。

21 身体素质发展不平衡 ,总体指标有升有降 ,其中 ,女生

1min 仰卧起坐增长最快 ;立定跳远、50m 跑的成绩 ,独生与

非独生子女同 9 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耐力素质和

柔韧素质却出现大幅度下降。

31 运动不足、运动缺乏和营养过剩在大学生整体人群中

已表现十分明显。

41 目前 ,在山西省的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水

平之间的差距 ,造成了学生身体形态、机能发育指标的差异 ,

这将是影响大学生体质整体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4.2 　建议

11 遵循学生体质规律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改革 ,扬长

避短。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 ,他们发展身体素质的最主要

目标不是提高运动竞赛成绩 ,而是提高使自己有效而持续地

从事各种日常体力活动所必需的肌肉耐力。本次调查表明 ,

我国大学生在呼吸机能、耐力、柔韧性等方面最为薄弱。所

以 ,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增加耐力、柔韧性项目练习。改进教

学方法 ,提高耐力素质、柔韧素质练习的趣味性 ,以吸引更多

的学生参与锻炼 ,并在练习中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21 加强对学生体质进行长期个体追踪的系统研究 ,以便

更深入地了解某一群体大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状况。

31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独生子女 ,充分利用体育教育的

扬弃功能 ,一方面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 ,注意发挥

他们优生优育、营养充分而获得的身体条件和智力发展的优

势 ;另一方面 ,要针对独生子女身体素质薄弱的缺陷 ,加强对

独生子女的健康教育 ,研究和发展一些适合他们需求的科学

的强身健体方法 ,使独生子女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全面发

展。

41 加强宣传力度 ,提高社会、家长对大学生身体全面发

展的认识。大力呼吁社会为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而努力 ,使

目前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让社会、家长、学校充

分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摆正德、智、体三者的关系 ;保

证学生每天有 1h 以上的体育锻炼时间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 ;纠正饮食方面的营养过剩和偏食现象 ,加强学生对平衡

膳食、合理营养的认识 ,改善营养状况使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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