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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遵照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布署, 于2001 年组织了

全省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为掌握占较大人口比重并为社会生

产作出重大贡献的成年人的体质健康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和

体质变化规律, 科学评价成年人群的健康水平, 本文对山西

省成年人的身体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状况进行了分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山西省太原、大同、长治、晋城、阳泉、吕梁、忻州、运城、

临汾、榆次等 10 个城市, 从事工业、农业、商业及服务业的体

力劳动者、科教人员、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5 种不

同职业的成年人。年龄分布参照《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的规定, 男、女性皆为 20～ 30 岁为成年甲

组,40～ 59 岁为成年乙组。男性共测试了9502 人, 平均每个年

龄段1188 人; 女性共测试了8916 人, 平均每个年龄段1115 人,

均为具有从事体育活动能力的健康人。

1.2 　研究方法

　　查阅有关体质监测方面的研究成果 40 余篇。

按《标准》规定的年龄分组测定项目和方法进行测定, 时

间为 2001 年 7～ 12 月。

原始数据由专业人员录入, 数据处理采用王路德研究员

编制的体育统计软件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年人的形态特征

2.1.1 　身高

山西省成年人身高总体变化比较稳定。男子在 40 岁之

前, 平均身高在 16912～ 16916 cm 之间,40 岁以后, 随年龄增

长, 身高有缓慢下降趋势, 在50～ 59 岁之间, 平均身高达到最

低为 16714 cm; 女子在 40 岁之前, 平均身高在 16015～ 16111

cm 之间, 变化不明显, 自 40 岁起, 身高较前一个年龄段有明

显下降, 下降值为219 cm (P <0.01 ) , 在40 岁以后的4 个年龄

段, 身高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表 1)。

表 1　山西省成年人身高、体重调查统计一览表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50～ 54 岁 55～ 59 岁

n 1162 1266 1270 1140 1310 1262 1072 1020

男
身高 (cm) 169.5 ±5.60 169.5 ±5.53 169.6 ±5.46 169.2 ±5.17 168.8 ±5.68 168.1 ±5.84 167.8 ±5.56 167.4 ±5.83

体重 (kg) 64.2 ±9.90 66.6 ±9.97 68.2 ±10.18 68.2 ±10.27 69.9 ±10.18 69.6 ±9.92 68.9 ±9.39 67.7 ±9.28

n 932 1033 1103 1093 1204 1229 1223 1099

女
身高 (cm) 161.1 ±6.36 160.5 ±6.62 160.6 ±6.43 160.7 ±6.41 157.8 ±5.53 156.8 ±5.42 156.9 ±5.39 156.8 ±5.77

体重 (kg) 58.5 ±7.81 58.5 ±7.67 58.8 ±7.86 58.2 ±7.48 61.4 ±8.44 61.7 ±8.01 62.3 ±8.16 62.4 ±8.34

2.1.2 　体重

体重是反映人体骨骼、肌肉、脂肪等重量综合变化的一

个重要指标, 一般情况下, 体重的增长, 表示肌肉、肌力的增

长和营养状况的改善。

由表 1 可见, 山西省男子体重在 40 岁以前, 有缓慢增长

的趋势, 在 40～ 44 岁之间达到最大值为 6919 kg , 以后, 随年

龄的增长体重逐渐下降; 女子体重在 40 岁之前较恒定, 约为

58 kg 左右, 从 40 岁开始, 体重随年龄的增长缓慢增长, 最大

值在 55～ 59 岁之间, 达到 62.4 kg。

成年人的体重是随着一定年龄的肌肉等去脂体重成分

的增长而增长, 但到一定年龄后, 去脂体重相对稳定甚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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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体重的增长主要是脂肪的增加。成年女性在40 岁以后体重

的增长, 应视为是脂肪的增长, 这种状况会引起糖尿病、心脏病

和中风等疾病的增加, 故成年女性随年龄增长体重增加的现象

就引起重视。

2.1.3 　克托莱指数

克托莱指数 (体重ö身高) ×1000 反映人体的充实程度,

即作为相对体重或长体重来反映人体的围、宽、厚及机体组

织密度。

山西省成年人克托莱指数, 男子平均为 40210, 女子平均

为37811, 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值914 和2012。从各年龄段克托

莱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 男子在 50 岁前, 充实度是随年龄增

长而增大,50 岁以后, 充实度略有减少; 女子的充实度均随年

龄增长而增大 (表2)。这一现象与男女体重的变化规律一致。

表 2　山西省成年人克托莱指数统计一览表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50～ 54 岁 55～ 59 岁 20～ 59 岁

男 n 1162 1266 1270 1140 1310 1262 1072 1020 9502

克托莱指数 378.1 ±54.15 392.6 ±54.08 401.8 ±55.78 402.5 ±56.56 413.6 ±54.72 413.4 ±53.43 409.9 ±51.30 404.2 ±49.99 402.0 ±53.75

女 n 932 1033 1103 1093 1204 1229 1223 1099 8916

克托莱指数 360.2 ±43.55 362.9 ±41.57 363.3 ±43.79 363.6 ±42.38 388.9 ±49.14 392.9 ±46.74 396.1 ±47.16 396.7 ±47.67 378.1 ±45.25

2. 2　成年人的机能特征

2.2.1 　肺活量

肺活量能综合反映胸部的大小、肺的弹性以及呼吸肌的

力量和身体锻炼水平。在人体的自然衰退过程中, 呼吸机能

下降以及与呼吸有关疾病的增加, 都可以通过肺活量的变化

来反映。山西省男子肺活量平均为3385 ml , 女子为2450 ml ,

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6 ml 和 104 ml。

由表3 可见, 成年人肺活量达到峰值的年龄段, 男性在25

～ 29 岁, 女性在 20～ 24 岁, 最大均值分别为 3743 ml 和

2821 ml , 比最小均值分别高出873 ml 和763 ml , 肺活量下降

率分别为 23.3% 和27.1%, 女子下降幅度略高于男子。山西

省男、女性在40 岁以前, 肺活量的变化幅度较小, 维持在一个

较高的水平上, 在 40～ 44 年龄段, 肺活量值较前一年龄有明

显的下降, 下降率分别为 6.6% 和 14.7%, 此后, 每个年龄段

的下降率都比40 岁以前各年龄段的下降率大。男、女性肺活

量值在40～ 44 岁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 比全国各省市大约

提前了5～ 10 年, 这与山西省是重工业省, 空气污染较为严重

有一定的关系。

表 3　山西省成年人肺活量调查统计一览表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50～ 54 岁 55～ 59 岁 20～ 59 岁

男 n 1162 1266 1270 1140 1310 1262 1072 1020 9502

肺活量 (ml ) 3653.2 ±656.99 3742.8 ±637.58 3667.0 ±635.83 3581.6 ±656.83 3344.0 ±670.61 3177.0 ±662.87 3041.0 ±607.25 2870.1 ±675.14 3384.6 ±649.14

女 n 932 1033 1103 1093 1204 1229 1223 1099 8916

肺活量 (ml ) 2821.0 ±652.57 2797.0 ±650.27 2819.9 ±652.0 2775.5 ±650.16 2366.5 ±539.46 2216.3 ±544.89 2142.7 ±555.65 2058.8 ±541.58 2499.7 ±598.33

2.2.2 　台阶指数

台阶指数是一种测量心血管机能的方法, 它利用上、下

一定高度台阶所持续的运动时间, 与运动后心率的恢复之比

来计算指数, 从而来评价心血管系统对运动负荷的反应。指

数越大表明心血管机能越好, 但由于年龄越大, 其基础心率

越慢, 因而, 也影响了运动恢复期的心率变化, 所以, 各年龄

段之间的指数似乎无可比性。山西省成年人台阶指数, 男子

平均为56.88, 比全国均值高0.22; 女子平均为56.69, 比全国

均值低 1.05。

人体的生理机能水平, 尤其是心肺功能, 是衡量体质强

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总体看来, 山西省成年男性的心肺

功能略好于全国水平; 成年女性心血管机能低于全国水平,

肺活量均值虽高于全国水平 104 ml , 但是,40 岁以后成年女

性肺活量的大幅度下降, 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2.3 　成年人的素质特征

2.3.1 　握力

山西省男性握力在 20～ 49 岁之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上相对稳定,50 岁以后, 虽有逐步下降, 但下降值不明显。女

性握力的发展趋势与男性基本相同, 只是握力开始减退的年

龄约比男子早10 年, 但下降仍不十分明显 (表4) , 成年人手部

肌肉力量水平能保持较长时间, 没有明显的随年龄增长而下

降的趋势, 可能与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用手, 使手

部肌肉能够经常得到锻炼有关。

表 4　成年人握力、坐位体前屈均值统计一览表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50～ 54 岁 55～ 59 岁 20～ 59 岁

握力 (kg)
男 44.9 ±8.14 46.5 ±8.04 46.4 ±8.17 46.3 ±7.37 46.2 ±7.70 45.0 ±7.11 43.2 ±7.5 40.1 ±8.01

女 35.0 ±8.99 33.9 ±9.20 33.9 ±8.85 34.6 ±9.11 8.9 ±5.96 27.6 ±5.14 27.0 ±5.63 25.1 ±5.18

坐位体前 男 11.2 ±7.95 9.9 ±8.23 8.3 ±8.57 6.9 ±8.26 5.0 ±8.45 4.8 ±8.21 3.8 ±8.27 4.0 ±8.21 6.74 ±8.27

屈 (cm) 女 11.5 ±7.58 11.2 ±7.54 10.5 ±7.57 10.2 ±7.60 8.8 ±7.50 8.2 ±7.93 7.9 ±7.45 7.6 ±7.88 9.48 ±7.63

2.3.2 　坐位体前屈

坐位体前屈是反映人体躯干、腰、髋等部位关节、肌肉、

韧带的柔韧性和伸展性的指标,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许多运

动项目有着密切联系。山西省成年人坐位体前屈的平均值,

男子为6.71 cm、女子为9.48 cm, 分别低于全国均值1.46 cm

和 0.02 cm。男、女子在20～ 24 岁间数值达到最高值, 分别为

11.2 cm 和11.5 cm, 以后逐年递减, 总体下降幅度分别为64.

3% 和33.9% (表4) , 男子下降速度和幅度明显高于女子。柔韧

性是众素质中最易退化的素质, 但如此大的下降幅度, 应引起我

们的高度重视, 并积极引导群众加强这方面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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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纵跳 (40 岁以下指标)

山西省成年人的纵跳高度, 男子平均为 29.4 cm, 女子平

均为18.2 cm, 分别低于全国均值13.5 cm 和9.7 cm。男女纵

跳最高的年龄段均在20～ 24 岁, 以后逐年下降, 总体下降幅度

分别为16.3% 和9.4% (表5)。

表 5　山西省成年人纵跳均值统计一览表　　 (cm)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20～ 39 岁

男 32.0 ±7.84 29.5 ±7.11 29.4 ±5.45 26.8 ±6.36 29.4 ±6.69

女 20.1 ±4.67 18.2 ±4.30 17.8 ±4.51 16.6 ±3.76 18.2 ±4.31

　　山西省成年人纵跳高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 并且随年

龄增长下降幅度增大, 男性下降幅度大于女性。说明成年人

下肢肌肉力量和爆发力衰退较快, 应积极加强锻炼。

2.3.4 　10 m ×4 往返跑 (40 岁以下指标)

山西省成人 10 m ×4 往返跑平均值男子为 13.1 s, 女子

为 15.1 s, 男子比全国均值慢 0.1 s, 女子与全国均值相同。

男、女 10 m ×4 往返跑最好成绩的年龄段均在 20～ 24 岁, 最

好成绩分别为12.4 s 和14.5 s。以后随年龄增长, 成绩逐步下

降 (表 6) , 男、女总体下降幅度分别为 12.1% 和 8.28%, 下降

幅度仍较大。

表 6　山西省成年人10 m×4 往返跑均值统计一览表　 ( s)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20～ 39 岁

男 12.4 ±2.09 12.8 ±1.51 13.3 ±1.40 13.9 ±1.92 13.1 ±1.73

女 14.5 ±3.70 14.9 ±1.36 15.4 ±1.69 15.7 ±1.92 15.1 ±2.17

2.3.5 　俯卧撑 (男子 40 岁以下指标)

俯卧撑是反映男子肩、臂部肌肉力量和耐力的指标。山

西省男子俯卧撑平均值为 16 次, 比全国均值少 5 次, 峰值出

现的年龄段在20～ 24 岁 (表7) , 以后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

总体下降幅度为47.7% 。可见, 男子上肢肌肉力量的退化程

度很高, 有必要进行积极的锻炼加以保持。

表 7　成年男子俯卧撑、女子1 min

仰卧起坐均值统计一览表　　　　 (次)

20～ 24 岁 25～ 29 岁 30～ 34 岁 35～ 39 岁 20～ 39 岁

男 21.6 ±9.92 18.4 ±9.45 14.1 ±8.36 11.3 ±7.31 16.4 ±8.76

女 21.6 ±10.03 18.4 ±9.35 16.1 ±9.70 15.2 ±8.46 17.8 ±9.43

2.3.6 　1 min 仰卧起坐 (女子 40 岁以下指标)

1 min 仰卧起坐主要反映女子腰腹肌的力量和爆发力。

山西省女子平均值为 18 次, 高于全国 2 次。峰值出现的年龄

段在20～ 24 岁 (表7) , 以后仍是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 总体

下降幅度为 29.3%, 比下肢肌肉力量的下降幅度还大 20%。

2.3.7 　闭眼单脚站立 (40 岁以上指标)

闭眼单脚站立反映人体的平衡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大,

中枢神经系统对机体平衡的调节、协调能力将会降低, 平衡

时间也会缩短。山西省成年人闭眼单脚站立平均值男性为

15.26 s, 女性为14.47 s, 分别低于全国均值6.74 s 和3.53 s。

男、女闭眼单脚站立出现峰值的年龄段均在 40～ 44 岁

(表8)。男、女性均为在50 岁以前及以后的两个年龄段, 站立

时间随年龄的变化不明显, 但50～ 54 岁与其前一个年龄段相

比, 站立时间有明显的缩短。各年龄段总体下降幅度男、女性

分别为28.9% 和 35.6%, 女性下降幅度略高于男性。

表 8　山西省成年人闭眼单脚站立、反应时均值统计一览表　　　　　　　　 (s)

40～ 44 岁 45～ 49 岁 50～ 54 岁 55～ 59 岁 40～ 59 岁

闭眼单脚
站立

男 18.04 ±19.60 16.35 ±17.52 13.83 ±15.39 12.82 ±13.96 15.26 ±16.62

女 17.82 ±21.18 16.30 ±17.10 12.27 ±17.10 11.49 ±12.09 14.47 ±16.86

反应时
男 0.22 ±0.04 0.23 ±0.04 0.23 ±0.04 0.23 ±0.04 0.228 ±0.04

女 0.22 ±0.04 0.24 ±0.05 0.25 ±0.04 0.25 ±0.04 0.238 ±0.04

2.3.8 　反应时 (40 岁以上指标)

反应时是反映人体神经系统反应速度的指标。山西省成

年人反应时平均值男性为 0.23 s, 女性为 0.24 s, 男、女均比

全国均值慢 0.03 s。由表 8 可见, 男、女性反应时随年龄增大

呈下降趋势, 但总体下降不显著。故可以认为, 成年人年龄增

长对神经系统反应能力的衰退影响不大。这一结果显示, 某

些对神经系统反应能力要求较高的职业, 年龄不应是其主要

限制因素。

通过对山西省成年人身体素质状况的统计分析, 发现除握

力和反应时外, 反应人体柔韧性、上肢和下肢力量、速度、灵敏及

平衡能力的各项指标, 山西省成年人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国平

均值, 并且随年龄增长有明显衰退迹象, 其中, 男性坐位体前屈

值下降幅度最大, 竟达到64.3% 。这一现象表明, 成年人明显缺

乏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人民体质的全民健

身活动, 应全面、深入地在广大市民中广泛开展。

2.4 　体质评价

这次共测试近 2 万个样本, 按《标准》评价, 男、女性总体

达标率达 68.6%, 其中, 优秀率为 10.3%, 良好率为 19.5%,

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不合格率达31.4%, 高于全国平均值。山

西省女性的达标率为 74.3%, 其中, 优秀率为 16.5%, 合格率

为 35.4%, 均高于全国平均值, 良好率和不合格率低于全国

均值; 男性的达标率、优秀率和良好率均低于全国均值 (表

9)。总体看来, 山西省的体质状况女性好于男性, 但总体结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 9　山西省与全国成年人体质

测试结果等级比较一览表　　 (% )

总　体 男　性 女　性
山西 全国 山西 全国 山西 全国

优 10.3 12.1 4.5 11.6 16.5 12.7
良 19.5 25.9 16.8 25.1 22.4 26.7
合格 38.7 33.4 41.9 34.4 35.4 32.3

2 68.6 71.4 63.2 71.1 74.3 71.7
不合格 31.4 28.6 36.8 28.9 25.7 28.3

3　结论与建议

11 山西省男、女身高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男子体重在 40

～ 44 岁达最大值后, 呈下降趋势, 女子体重始终呈渐增趋势。

总体看来, 大多数成年人的身体形态较为理想。

21 肺活量和台阶指数, 山西省成年男、女肺活量均值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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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出现明显下降的年龄较早 (40～ 44

岁) , 且下降幅度较大。台阶指数男子略高于全国均值、女子

低于全国均值, 表明山西省成年人心肺功能总体尚可。

31 山西省男、女身体素质, 除握力和反应时外, 其他各项

指标均不同程度低于全国平均值, 且随年龄增长有明显衰退

迹象。显示, 成年人身体素质较差。

41 山西省成年人自 40 岁开始, 心肺功能、柔韧性、力量

等多项指标衰退明显, 提醒进入此年龄段的人应重点加强心肺

功能、柔韧性、力量等方面的体育锻炼, 适宜的运动可选择: 慢

跑、游泳、自行车、跳舞、太极拳、健身操、球类等运动项目。

51 继续宣传科学健身的重要性, 加强健身知识的普及和

锻炼方法的指导, 开设健身门诊, 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制定运

动处方, 将全民健身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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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湘、青少数民族学生2000 年与1985 年身体素质平均增长值比较一览表

性别
土家族 苗　族 土　族 撒拉族

2000 年 1985 年 差值 2000 年 1985 年 差值 2000 年 1985 年 差值 2000 年 1985 年 差值
50m 跑 ( s) 男 9.34 9.16 0.18 9.08 9.35 -0 .27 9.00 9.91 -0 .91 10.22 10.09 0.13

女 10.42 9.92 0.50 10.27 10.08 0.19 9.90 10.97 -0 .07 11.64 11.14 0.50
50 m×8 往返跑 (s) 男 124.57 112.78 11.79 119.38 116.20 3.18 117.34 122.01 -4 .67 120.26 123.19 -2 .93

女 131.65 118.98 12.67 132.77 121.55 11.22 122.18 131.06 -8 .88 129.31 131.53 -2 .22
800 m 跑 ( s) 女 265.65 225.55 40.10 259.20 230.50 28.70 238.18 239.11 -0 .93 277.46 255.84 21.62
1000 m 跑 ( s) 男 271.03 241.23 29.80 255.32 240.17 15.15 254.16 259.85 -5 .69 277.26 263.94 13.32
斜身引体 (次) 男 33.88 18.62 15.26 26.72 16.83 9.89 42.12 13.10 29.02 36.22 10.83 25.34
引体向上 (次) 男 6.42 4.68 1.74 5.60 4.20 1.40 3.93 3.20 0.73 6.05 3.20 2.85
1 min 仰卧起坐 (次) 女 18.79 16.05 2.74 22.67 16.53 6.14 18.08 9.63 8.45 14.76 6.23 8.53
立定跳远 (cm) 男 172.12 169.93 2.19 176.07 163.20 12.87 170.90 152.01 18.89 166.68 153.20 13.48

女 147.53 147.41 0.12 152.79 141.45 11.34 148.60 129.63 18.97 135.26 129.54 5.72
立位体前屈 (cm) 男 7.21 9.20 -1 .99 10.37 8.47 1.90 7.34 4.88 1.55 6.42 4.69 1.73

女 9.73 11.57 -1 .84 9.53 10.26 -0 .73 6.24 5.80 0.44 6.58 6.03 0.55

4　结论

1115 年间, 湘、青少数民族学生的生长发育水平有一定

幅度的提高, 发育速度, 土、撒族学生明显快于土家、苗族学

生, 发育过程多数出现提前, 身体发育的充实度和匀称度除

土族学生外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2115 年间, 湘、青少数民族学生肺活量的相对值和绝对

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3115 年间, 湘、青少数民族学生的部分身体素质能力虽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提高幅度不大, 其中, 耐力素质多数出

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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