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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校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工作总结与结果分析

201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发布与实施是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进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国务

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习总书记“体育强则中国强”讲

话精神的年度大检阅，是学校树立“健康了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具

体表现，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全面发展，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也是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和毕业生毕业的基本条件之一。为此，2014年以来，我校十分重视《标准》的

实施工作。现将2017年度我校贯彻落实《标准》测试的工作总结及结果分析如下：

一、提高认识、积极宣传、加强管理

2017年初，体育部对全校性《标准》的测试项目，锻炼方法进课堂、延伸课外进行了经

常性的宣传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体质健康测试的意义和目的意义。让学生懂得只有坚持长期

锻炼才能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3月中旬，我们成立了学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其祥副亲自担任，副组长由

体育工作部杜少辉主任担任，成员由各二级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副职领导担任，体育工

作部负责具体工作实施、测试安排及数据汇总、统计、按时上报教育部数据库；并拟定了全

校性《标准》测试实施的安全预案。

二、教体结合、注重效果

实施《标准》测试的质量，不单取决于测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课堂教学与课外

活动的开展，通过运用体育教学与课外锻炼延伸，不断提高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增强学生

积极参加锻炼的意识以及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学生良好的运动锻炼习惯的养成对整体提高

学生身体素质非常有利。我校通过将《标准》与体育课堂教学相结合，与课外体育锻炼相结

合，与体育运动竞赛等项目结合，取得的成效是相当明显的。

三、组织培训、规范操作

2017年学校参与测试学生近20000人，测试数据约14万。因此培训一批仪器设备操作基

本功过硬的测试人员，是保障《标准》测试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根据教育部文件关于测试

工作应先培训后上岗的基本要求，我校体育工作部认真贯彻相关要求，积极组织相关测试工

作培训，理论联系实际，确保操作规范，测试方法科学，测试数据准确。主要包括对《标准》、

《实施办法》的学习，从测试组织、方法、安全措施等，到测试结果、成绩评定；再到仪器

的使用、保养等，一环紧扣一环。同时我们还对全校参与测试的二级学院进行分时段、分班

级进行测试，体育部教师担任测试指导，勤工俭学学生担任仪器的操作和测试引导，力保整

体测试工作始终在有计划、有安排、按进度有序地完成。

四、安全教育、确保实施

安全是《标准》测试工作的基础，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始终将每天、每场测试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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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第一位。并做好《标准》测试安全预。落实测试期间的值班医生，确保测试过程的医疗

保障。每次测试前，总是先仔细检查测试仪器设备，确保消除因场地器材设备造成的不安全

因素。具体做法包括每组学生测试前，安排人员组织充分的测试前准备活动，检查、了解学

生测试前的身体健康情况，安排犯病或身体状况不好的学生另行测试。体育教师严格把关，

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

五、组建完善学生《标准》测试档案

1、体育工作部对全校学生《标准》测试原始数据，统计资料进行了妥善保管、存档，

对每一位测试学生的测试结果数据进行存档入库，对年度各年级学生的测试结果通过手机

APP 终端了解个人《标准》测试状况。通过对各年级、二级学院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为二

级学院、学生个人日后有针对性地参与锻炼提供练习依据。

2、对达到教育部相关免测条件的学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免测试申请，并整理归档。

3、为确保学生《标准》测试的正常进行，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6月的努力，

在体育工作部测试中心的精心组织下，我们顺利完成了2017年全校性学生《标准》测试的工

作任务。并由胡志老师进行所有数据的汇总、整理，并按时、按质、按量向教育部信息中心

发送了年度近14万的测试数据，并将测试结果及时公布于校园网。

六、收集、整理和分析

我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国家学生《标准》测试的相关规定，统一安排测试项目：身高、标

准体重、肺活量体重指数、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

50米、1000M (男生)800M(女生)。并按照教育部文件关于《标准》测试的评定等级进行数

据统计：其中90分以上为优秀；89—75分为良好；74—60分为及格；59分-50分以下为不及

格，50分以下为不达标。根据2014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相关规定以及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规定，测试成绩不到50分者将不予毕业。

从2017年度全校性学生《标准》测试的整体情况分析，本年度学校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数据与去年相比，无论是优秀人数，还是及格人数同比去年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的提升与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不可分割，与各二级学院

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密不可分，也与广大学生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重要性的

认识不断深入息息相关。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教育部数据库上传关闭日为止，我校2017年度《标准》测试不及格

率为14%。各二级学院50分以下（按教育部文件要求不予毕业）的学生共87人，未完成测试

人数为92人。符合教育部文件免测条件规定并办理相关手续人数为299人。以上各种数据的

结果分析，希望能够引起学校各二级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数据分析见表1~5）

七、2017年度全校性学生《标准》测试情况分析（表1~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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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1 全校学生健康体质测试分析表

测试单位 体育部 测试年级 全校 负责教师 胡志

测试项目

立定跳远、50 米、男 1000 米、女 800 米、男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身高、体重、肺活量、

坐位体前倔

测试日期 2017 年 3-12 月

应测人数 实测人数 测试率 优秀 优秀率 良好 良好率 及格人数 及格率 不及格 不及格率

19480 19386 99.52% 58 人 0.30% 1143 人 5.90% 16646 85.87% 2740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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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示，2017年度我校3个年级实际参加测试人数：19386人。其中优秀人数：58 人，

优秀率：0.30% ；良好人数1143人、良好率：5.90% ；及格人数16646人、及格率：85.87%；

不及格人数2740人、不及格率：14.13%。

与跟去年《标准》测试结果优秀26人、及格率79%.65相比，今年学校不管在优秀人数、

还是及格人数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如以上各二级学院《标准》体测结果对比图例所示，

学生体测成绩良好及以上排名前三名的分别是：轻化工技术学院、机电技术学院和汽车技术

学院。及格率排位前三名的分别是：财贸学院、管理学院和应用外语与国际交流学院。不及

格率排名相对靠后的有：艺术设计学院、信息学院、机电技术学院和食品与生物技术学院。

（二）表2 2017级大一学生健康体质测试分析表

测试单位 体育部 测试年级 2017 级 负责教师 胡志

测试项目

立定跳远、50 米、男 1000 米、女 800 米、男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身高、体重、肺活量、

坐位体前倔

测试日期 9-12 月

年级 应测人数

实测人

数 测试率
优秀

人数
优秀率

良好人

数
良好率

及格人数

60~79 分
及格率

不及格

人数

不及

格率

2017 级 6321 6304 99.73% 7 0.11% 237 3.76% 5005 人 79.31% 1299 20.69%

表2所示，2017级大一学生实际参加测试人数：6304人。其中优秀人数：7 人，优秀率：

0.11% ；良好人数237人、良好率：3.76% ；及格人数5005人、及格率：79.31%；不及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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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299人、不及格率：20.69%。各二级学院及格率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财贸学院、应用外语

与国际交流学院、管理学院；不及格率排名相对靠后分别是：信息学院、机电技术学院、轻

化工技术学院。

（三）表3 2016级大二学生健康体质测试分析表

测试单

位
体育部 测试年级 2016 级 负责教师 胡志

测试项

目

立定跳远、50 米、男 1000 米、女 800 米、男引

体向上、仰卧起坐、身高、体重、肺活量、坐

位体前倔

测试日期 3月-5 月

年级
应测人

数

实测人

数 测试率
优秀

人数
优秀率

良好人

数
良好率

及格人数

60~79 分
及格率

不及格

人数

不及格

率

2016 级 6047 6033
99.77

%
23 0.36% 547 8.70% 5469 90.65% 564 9.35%

表3所示，2016级大二学生实际参加测试人数：6033人。其中优秀人数：23人，优秀率：

0.36% ；良好人数547人、良好率：8.70% ；及格人数5469人、及格率：90.65%；不及格人

数564人、不及格率：9.35%。各二级学院及格率排名前三位分别是：食品与生物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生态环境技术学院；不及格率排名相对靠后分别是：机电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信息学院。



6

（四）表4 2015级大三学生健康体质测试分析表

测试单

位
体育部 测试年级 2015 级 负责教师 胡志

测试项

目

立定跳远、50 米、男 1000 米、女 800 米、男引

体向上、仰卧起坐、身高、体重、肺活量、坐

位体前倔

测试日期 5月-7 月

年级
应测人

数

实测人

数 测试率
优秀

人数
优秀率

良好人

数
良好率

及格人数

60~79 分
及格率

不及格

人数

不及格

率

2015 级 7107 7044
99.11

%
28 0.38% 414 5.50% 6172 87.62% 872

12.38

%

表4所示，2015级大三学生实际参加测试人数：7044人。其中优秀人数：28人，优秀率：

0.38% ；良好人数414人、良好率：5.50% ；及格人数6172人、及格率：87.62%；不及格人

数872人、不及格率：12.38%。各二级学院及格率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财贸学院、轻化工技

术学院、生态环境技术学院；不及格率排名相对靠后分别是：艺术设计学院、食品与生物技

术学院、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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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5 二级学院学生不达标、未测试、免测情况表（单位：人）

财贸

学院

管理

学院

机电

学院

汽车

学院

轻化

学院

生态

学院

食品

学院

信息

学院

设计

学院

外语

学院

不达

标

3 4 7 5 5 6 12 20 22 3

未测

试

5 7 5 7 1 3 11 15 28 10

免测 28 26 16 8 24 13 15 39 115 15

表5分析

1、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年度学生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达标分为50分。

2、表中未测试为凡符合教育部文件免测试条件者，但未按文件相关要求办理《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免测手续，又未参与学校组织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者。

3、免测为按照教育部文件提交办理相关免测手续（免测表），不用参加《标准》测试。

4、表5所示，2017年度全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共有87人不达标，按教育部相

关文件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将按结

业或肄业处理。

5、2017年度，全校各二级学院共有299人符合教育部相关免测条件，并办理了免测申请表（备

注：教育部文件明确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因病或因残疾可向学校提交暂缓或免于执行体质测

试的申请，经县级正规医疗单位证明，体育工作部核准，可暂缓或免于执行体质测试，符合

免测条件的学生不影响正常毕业且可参加学校的评优和评先）。

6、2017年度，全校未按规定提交免测申请表，也未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测试以及补测的学生共有92人。其中艺术设计学院、信息学院、食品与生物技术学

院未测试的人数偏多。

八、反思与对策

（一）反思

1、从表2、表3、表4三个年级的《标准》测试数据对比显示，2017年学校学生《标准》测试

总体状况为文科学院的及格率相对优于理工科学院。

2、《标准》测试数据也显示，2017年学校体育文化节暨第57届田径运动会中团体总分排名

靠前的单位，反而在《标准》测试中的表现并不突出。主观原因是部分学生对《标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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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优劣、重视程度有下降趋势；客观原因与二级学院的关注程度也密切相关。

3、表中可见，2017年度学校大二、大三完成测试学生的成绩明显优于大一，优秀、良好、

及格人数均优于大一，这种状况是近几年少有的一种现象。据调研，近几年全国高校学生《标

准》测试基本情况是大二优于大一，大一优于大三。其主要原因由于大三的主要精力放在实

训、实习、找工作上。而我校2017年度《标准》测试的结果却是大三优于大一，说明学校绝

大部分大三学生对《标准》测试重要性及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也是学校相对注重大三学生身

体锻炼和良好运动习惯养成与延续的结果。

4、表中显示，2017年度全校性学生《标准》测试数据整体良好率比往年有所回落。这种现

象可能是部分大一学生有自我降低测试标准和要求的思想，一些人抱着能及格、能50分达、

能拿毕业证就可以的态度去参加《标准》测试。因此，没能最大限度发挥体能素质的原因。

5、从2017年度学校《标准》完成测试人数分析，大一、大二完成测试的学生多于大三学生，

可能是部分大三学生注重在外实习、参与实训、找工作，忽视回校参与《标准》测试有关。

（二）对策

1、2018年度，体育部将更主动承担、组织好年度《标准》测试协同工作会议，并将年度学

校《标准》测试安排，及时下达各二级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

2、各二级学院应高度重视2018年度全校性《标准》测试工作任务，做到工作分工到位，责

任安排到人。

3、各二级学院、辅导员、班主任应注重和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醒、督促学生积极

参与运动锻炼，不断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和身体机能。

4、体育部《标准》测试中心通过体育课、课外活动和阳光长跑延伸活动，正确指导学生参

与锻炼，并通过职业化体育课程不断提升学生职业体能，培养运动习惯，全面提升学生身体

素质。

5、进一步强化《标准》测试中心与二级学院的协同监督作用，共同推进、督促学生“走下

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的三走活动。让学生从要我锻炼，到重视锻炼，到我要锻炼。

从根源上解决《标准》测试的困惑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