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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探究中学生体质健康成绩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有助于为合理开展体育健康课程提供有益支
持。方法：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某一中学1056名中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水平测试，将
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的期末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业成绩表现的指标。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
究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学业文化成绩、身体质量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中学生运动素质能力(肌肉力量、
爆发力、速度以及有氧耐力)的成绩变化均呈现倒“V”型结构。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与各科学业成绩之
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体质测试各单项成绩与学业总成绩呈相关性。身体质量指数与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学业文化成绩呈负相关。结论：这表明合理开展体育锻炼，加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对提升学生的文化
成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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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helpful to provide beneficial support for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health courses. Methods: This study adopted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selected 105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Shanghai to take a physical fitness test. The final
exam scores of three subjects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were used as indicators to evaluate academic performance. Us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ores, academic and cultural scores, and body mass index. Results: The performance chang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ports abilities (muscle strength, explosive power,
speed and aerobic endurance) all showed an inverted “V” structu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and the scores of various sciences,
and the individual scores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academic scores.
Body mass index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ores, academic and cultural
scores. Conclusion: This shows that reasonable physical exercise and strengthen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cultur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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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教育的背景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然严重，学生学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体育与
健康课程在中学教育中受重视程度较低，传统的观点认为参与体育锻炼会占用学生学习的时间、降低学
生学习的效率，会对学业文化成绩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导致参与体育项目和体育竞赛的时间被严重挤压，
中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大量针对学生体质健康的研究表明，合理开展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对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学业表现有积极的作用[1]，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有
助于创造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的专注度[2]。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不同体
育活动项目、运动时长与文化成绩的关系，对运动能力表现的具体评价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拟分析中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与学业文化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开展体育锻炼有益性，
旨在提高学校、社会对体育健康课程的认识，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创造更加良好的学校、社会环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某一中学初一、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共 1065 人，其中
男生 525 人，女生 540 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均通过体检，证明身体情况无异常，可以参加体质测
试。由于初一年级的 9 名同学没有参加学业成绩测试，剔除数据残缺的对象，最终，选取 520 名男生，
536 名女生，共 1056 人作为调查对象。各年级基本情况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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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男生

171

152

197

女生

176

206

154

总计

347

358

351

2.2. 体质健康测试
本研究根据适用于中学生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选取其中的四个项目：男引体向上/女仰卧
起坐、立定跳远、50 m 跑、男 1000 m 跑/女 800 m 跑，分别评价中学生的肌肉力量、爆发力、速度和有
氧耐力水平。各个项目的评分参考《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单项评分表进行，施测时尽可能按照《体
质测试指南》的要求进行操作。引体向上与仰卧起坐由教师讲解示范正确的技术动作及注意事项后严格
按照项目测试方法进行测量。有氧耐力与速度跑项目计时精确到 0.1 s。立定跳远项目测量精确到 0.1 cm。
此外，采用身高体重测量仪测量身高和体重，身高测量精确到 0.1 cm，体重测量精确到 0.1 kg。并依据
身高和体重的测试结果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 = 体重(kg)/身高(m)2。

2.3. 学业成绩
本研究选取了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的期末考试分数作为反映调查对象学业成绩表现的指标。
由于初一、初二年级学生语文、数学、英语期末考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而初三年级学生语文、数学、
英语期末考试分数满分为 150 分，所以将初三年级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换算成百分制，
即原始成绩*100/150。

2.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年级的体测成绩的描述性分析，以均数±标准
差(X ± SD)表示。运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学业文化成绩、身体质量指数之间的关系。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P < 0.01 表示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比较
如表 2 所示，我们整理了三个不同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各单项成绩以及总成绩平均值，我们可以发
现中学生运动素质能力(肌肉力量、爆发力以及有氧耐力)的成绩变化均呈现倒“V”型结构，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立定跳远和 1000 m/800m 跑三项运动成绩从初一到初二不断提升，并在初二时成绩达到最高
值，随后运动成绩开始下降。
Table 2.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ores of different grades
表 2. 不同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变量

初一(男/女)

初二(男/女)

初三(男/女)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个)

2.30 ± 2.36/40.88 ± 6.47

4.69 ± 3.53/45.01 ± 6.30

3.92 ± 3.64/41.25 ± 6.78

立定跳远(厘米)

188.86 ± 20.41/
174.79 ± 11.32

210.96 ± 21.69/
180.17 ± 14.97

199.88 ± 19.63/
153.74 ±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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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 跑(秒)

8.22 ± 0.66/8.47 ± 0.40

7.64 ± 0.70/8.55 ± 0.56

7.63 ± 0.56/9.00 ± 0.52

1000 m/800m 跑(秒)

270.56 ± 33.51/
234.48 ± 18.44

257.02 ± 35.20/
229.56 ± 24.27

264.96 ± 30.99/
236.72 ± 22.94

3.2. 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与学业文化成绩之间的关系
如表 3 所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与学业文化总成绩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r = 0.242，P < 0.01)；
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与语文(r = 0.271，P < 0.01)、数学(r = 0.137，P < 0.01)、英语成绩(r = 0.189，P < 0.01)
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通过进一步分析体质健康测试单项指标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
学生肌肉力量水平与文化总成绩呈显著正相关(r = 0.164，P < 0.01)，且肌肉力量水平与语文(r = 0.305，P
< 0.01)、英语(r = 0.130，P < 0.05)成绩也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数学成绩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爆发力水平与
文化总成绩(r = 0.134，P < 0.05)、语文成绩(r = 0.176，P < 0.01)呈显著正相关；速度水平与文化总成绩(r =
0.179，P < 0.01)、数学(r = 0.176，P < 0.01)、英语成绩(r = 0.115，P < 0.05)呈正相关性；有氧耐力水平与
文化总成绩(r = 0.205，P < 0.01)、语文(r = 0.210，P < 0.01)、数学(r = 0.106，P < 0.05)、英语(r = 0.199，P
< 0.01)成绩之间均呈正相关性。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test scor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3. 体质测试成绩和学业成绩间的相关性
变量

学业文化总成绩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

0.242**

0.271**

0.137**

0.189**

肌肉力量

0.164**

0.305**

0.026

0.130*

爆发力

0.134*

0.176**

0.086

0.059

**

速度

0.179

有氧耐力

0.086

0.205**

0.210**

**

0.115*

0.106*

0.199**

0.176

注：*p < 0.05，**p < 0.01。

3.3. 身体质量指数与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学业文化总成绩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们进一步探究了身体质量指数与体质健康测试、学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表 4，研究表明
身体质量指数与体质测试成绩(r = −0.569，P < 0.01)、学业总成绩(r = −0.12，P < 0.01)呈负相关性。这表
明身体质量指数会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以及学业文化成绩产生负面影响。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mass index,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ores, and total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4. 身体质量指数与体质测试成绩、学业总成绩间的相关性
变量

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

学业文化总成绩

身体质量指数

−0.569**

−0.12**

注：*p < 0.05，**p < 0.01。

4. 研究讨论
通过比较不同年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发现中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
趋势。我们的观点认为中学生群体的运动素质能力水平在初三阶段不升反降，这与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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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育训练的参与程度存在密切关联。中学生在初三阶段正面临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部分学校在学
生完成体育中考后，会降低体育课的开课率或者挤占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鼓励学生将更多的
时间投入到文化学习中。该做法并不符合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深化教学改革，强化体育课与课外锻炼的意见：完善体育课程，各地中小学要
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程，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但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
参与体育锻炼会占用学生学习的时间、降低学生学习的效率，并会对学生的学业文化成绩产生负面影响。
实际上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我们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与各科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体质测试
各单项成绩与学业总成绩呈正相关，这说明良好的体质健康水平可能对够学业成绩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肌肉力量、爆发力、速度以及有氧耐力四项运动素质能力中，有氧耐力与学业成
绩的联系最为密切，并且与语文、数学、英语成绩均呈现正相关性。我们研究结果同时表明身体质量指
数(体重)会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以及学业文化成绩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身体超重和肥胖的学生对学业文
化成绩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石倩、王莉等人研究也表明身体脂肪明显增加会导致心、脑等脏器缺氧和
缺血导致推理记忆能力下降，思维迟钝，动作不灵活的，也容易导致自尊心自信心的不足，形成一个恶
性循环，从而影响体质健康与文化成绩。Dwyer 等人对 546 名小学生进行干预研究，研究发现进行更多
体育锻炼的学生学业成绩优于进行更多学习的学生[3]。此外，也有学者发现随着体质测试指标合格数量
的增加，学生通过语文和数学测试的合格率也在不断增加[4]。国内外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体育课程
和身体锻炼能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并且不可能阻碍学生的学习进步[5]。
本研究提示我们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不断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为其心身发展带来更多的
益处。通过参与体育运动，能够有效缓解脑疲劳，提高学习的效率。研究表明，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后，能
更好地对注意力进行分配，对学习效率及学业表现有积极的改善作用[6]。参加体育锻炼可提高人体的神经
反应能力，使得思维更加敏捷、迅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提高各个系统的协调能力[7]。
学业成绩与体质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可能随着体质水平的提高，其神经活跃性和传导性不断增强。同时，学生
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不断增强自我效能和自尊感，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上
的抗压能力[8]。Taras 等人研究表明，体育活动能增加大脑的血流量和提高激素水平，从而减轻个体压力，
改善情绪和运动后的镇静作用，身体活动可能诱导兴奋、降低厌烦，对缓解失眠、抑郁等状况有积极作用[9]。
此外，中学时期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通过加强体育锻炼，促进青少年的骨骼、肌肉的生长；同时
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身体各器官的机能，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与充足的体力去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10]。
因此，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体育与健康课程需要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我国中小学素质
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推动青少年文化学
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在这之中需要更加注重体育健康课程的建设，扎实做好学校体育工作，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体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使他们形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为终身体育和适应未来工作，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5. 研究结论
合理开展体育锻炼，加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保持健康的身材体型对提升学生的文化成绩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该研究结果为改变体育运动限制学业水平的传统的观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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