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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招生考试身体素质测试计分标准研究
——以安徽省高考体育测试为例

张利1．段 齐2
(1．阜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安徽阜阳236000；2．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摘 要：以安徽省高校体育教师、中学体育教师、体育专业学生、体育高考生及近3年的体育高考考试

成绩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综合研究安徽省体育高考身体素

质考试项目设置及计分方法。结果表明现计分标准应根据男女考生成绩的均衡性和身体素质发展的全面性

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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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院、系招生考试项目计分方法的科学

性和评分标准的合理性，是高等学校体育事业选拔

人才的重要问题，也是智力开发不可或缺的手段。【11

自1993年以来，我省体育专业的考生，一直都在沿

用4项身体素质即lOOm跑、立定三级眺远、原地推

铅球、800m跑。并采用一般评分法(4项素质各占总

分25％)的高考体育加试模式。10多年来，通过这种

模式．为我省选拔了1万多名体育教育工作者。他

们遍布我省几千所学校。为我省的中小学体育教学

和训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学体育训练设施日臻完善

以及训练方法与手段的日趋合理，随着社会教育体

制的改革，尤其是学校体育教育向体育与健康教育

的转轨，调整和修改《一九九八年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专业招生体育考试评分标准与办法》部分内容的

外部条件已日趋成熟，本研究通过调查和分析安徽

省体育专业招生4项素质考试计分方法并结合当

前考生的实际，对安徽省体育专业招生考试计分方

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作全面的分析，为逐步将安徽

省高考体育加试纳入科学化、标准化的轨道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12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安徽省高校体育教师、中学体育教师、体育

(院)系学生、体育高考生及2006—2008近3年的体

育高考4项素质考试成绩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安徽省2006—2008年

体育高考考试成绩。查阅近年来有关我国普通高校

体育专业招生考试项目设置与计分办法的政策文

件及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依据。

2．访谈法。走访了解安徽省高校体育教师、中

学体育教师、体育(院)系学生、体育高考生对现行

安徽省体育高考项目设置及评分标准意见，获取第

一手资料。

3．数理统计法。对所得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2结果与分析

2．1 2006—2008年安徽省体育高考4项成绩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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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分析

表1 男生4项素质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项目 来源 平方和 白由度 均 方 F值 时间 又 x广x． x广～

lOOm组阈 455．∞8 2 228．29 19．869 2006 17．62 0．35”0．16¨

组内26010I．5 2264 11．492 2007 17．46 0．16¨

总计260558_l 22036 2008 17．”

17．43

话球组阍3240．924 2 1620．462 144．151 2006 17．92 0．42¨-0．46··

扭内254438．6 22634 11．24 2007 17舶--0舶．．

总计257679．5 22636 2008 18．36

17．95

蔬远蛆同2666．818 2 1333肿9 123．443 2006 17．78-0．84¨-0．49”

蛆内244488．7 22634 10．S02 2007 18．27--0．49¨

总计247155．2 22636 20(堪18．62

18．”

800m组同5103．233 2 255l’617 2006 18．70 1．07”0．22··

姐一l 173843．8 22634 7．鸸l 2007 18．艟0．22’·

总计178947．0 22636 2∞8 17．63

18．2D

注：‘p(o．05。·奉P《O．01

表2女生4项素质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嘎茸 来潭 平方和 自由度均方 F值 时间 X Px．xr-xi
lOOm组间黯62．745 2 4431．373 446．593 2006 19．27—1．68¨0．32*·

组内126156．1 12714 9．923 2007 18．95 0．32··

总计 135018． 12716 2008 17．27

17．∞

梧聋蛆闻12721．37 2 6360．683 620．04l 2006 16．24-2．28”0．16．·

姐内130426．3 12714 10．258 2007 16．0s 0．16”

总计143147．7 l”16 2008 18．36

17．72

蔬远衄间2371．542 2 1185．77l 117．393 2006 17．59_o．86¨-．0．07“

舡内 128422．4 I”14 10．101 2晰17．76-0．07¨
总计130794．0 12716 2008 18．62

18．35

800rll蛆闭 31．154 2 15j77 1．892 2006 17．66 0．14¨—o．1 1．．

蛆内 104684．3 l”14 8．234．2007 17．77-0．“¨

总计104715．4 12716 20∞17．63

17．65

2．1．1 2006—2008年100m成绩纵向比较分析

2006—2008年男生100m平均成绩依次是

17．62分、17．46分、17．27分。女生100m平均成绩依

次是19．27分、18．95分、17．27分。对平均成绩做方

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见表l，表2)，结果表明男生

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非

常显著，说明男生100m成绩近3年在逐年降低。女

生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

也非常显著，说明女生100m考生成绩在2006年到

2008年也在逐年降低。造成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近几年随着考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一些文

化课成绩不佳但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好的高中生被

迫走上不适合自己的体育道路，这部分人的成绩严

重影响了总体成绩。可以推断，今后几年100米成

绩都有可能在逐年降低。

2．1．2 2006—2008年铅球成绩纵向比较分析

2006—2008年男生铅球平均成绩依次是17．92

分、17．46分、18．36分，女生铅球平均成绩依次是

16．246分、16．081分、18．363分。结果显示男生2006

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非常显

著，说明2006年到2007年男生铅球成绩在降低，

而2007年到2008年的成绩却大幅提高．从2006

年到2008年的铅球成绩总体上还是大幅度提高。

女生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

异非常显著，2006年到2008年与男生的趋势一样

呈大幅度提高。而且在2007年也发生较小波动，不

同的是女生的提高幅度比男生还要大些。这说明由

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训练方法的科学性以及

铅球计分标准偏低等因素影响较大。这与100m的

结果恰恰相反．铅球计分标准需要调整。

2．1．3 2006—2008年跳远成绩纵向比较分析

2006—2008年男生跳远平均成绩依次是17．78

分、18．27分、18．62分，女生跳远平均成绩依次是

17．59分、17．76分、18．62分。结果表明男生2006

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非常显

著。说明2006年到2008年跳远的成绩在逐年提

高。从均值看2006年到2007年与2007年到2008

年的提高幅度基本上持平。表明考生在跳远项目的

成绩在逐年提高。女生2006年、20cr7年和2008年

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非常显著，2006年到2007年

和2007年到2008年与男生的趋势一样是大幅度

提高，而且不同的是在2007到2008年成绩提高的

幅度比2006年到2007年的幅度还要大。从另一个

指标即满分的标准来看男生2006年有92人，满分

率为1．415％。2007年55人满分率0．746％，2008年

265入，满分率2．884％，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只是

2007年有一点波动。但2007到2008年突然大幅度

提高。女生2006年8入，满分率0．448％，2007年10

人，满分率0．505％，2008年13人，满分率0．558％，

女生连续三年是逐年提高的。满分率的逐年提高对

考生是不公平的，很多考生会因为自己已经满分

了。而放弃了对弹跳力素质的训练，限制了考生对

跳远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跳远的

计分标准明显偏低，需要改进。

2．1．4 2006—2008年800m成绩纵向比较分析

2006—2008年男生800m平均成绩依次是

18．70分、18．48分、17．63分，女生800m平均成绩依

次是17．66分、17．77分、17．63分。结果表明男生

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非

常显著．说明2006年到2008年男生800m的成绩

在逐年降低，而且在2007年到2008年突然大幅度

降低，说明近几年考生的800m成绩在逐年下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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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006年、2007年和20()8年考生成绩的均数差异

非常显著，说明2006到2007年女子800m成绩在

提高。而在2007年到2008年女子800m成绩在降

低．总体从2006年到2008年女子800m成绩在降

低。就此方面的原因，我们走访了很多考生和教练，

他们认为由于现在的考生，多数是独生子女，从小

很少吃苦，800m训练难以坚持，平时训练的较少，所

以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考生，有较大的差

距，但是如果降低800m的计分难度，可能下一年甚

至下几年的成绩会有所提高，但另方面考生会更加

逃避800m的训练，使4项素质不能平衡发展，最终

导致考生的身体素质不能协调发展，这与普通高校

培养人才的思想也是相悖的。

2．2安徽省体育高考4项成绩的横向比较分析

表3安徽省体育高考得分宰表(2008年)

翌!：些型箜坌!丝2垫坌 (丝! !!坌 !丝2 11坌坚圭 垡2
100米 男 96 1．06 1912 21．19 5025 55．68 7033 77．93

女 7 0．10 688 30．00 1470“．11 2165 94．42

韬球 男 297 3．29 2558 28．34 48” 53．48 7682 85．1 l

女 10 0．44 240 lO．47 1355 59．09 1605 70．00

矗远 男 265 2．94 2445 ”．09 4728 52．39 7438 82．42

女 13 0．57 488 21．28 13黔60．58 1890 82．43

800来 男0 noo 】793 19．87 5778 64．02 7571 83．89

★ 0 0．00 369 1609 1425 62 15 1794 78．24

表4安徽省体育高考男生4项成绩方差分析表(2008年)

砀ii百可丽五r—厂■丽再r五石■瓦万j磊ij磊ij面i
牾球n一370987．9 36092 10．279 18．36 0．73”m26．’

藐遗 总计381680．4 36095 18．62 0．99．‘

800柬 17．63

17．97

注：·P<o．05．¨P<O．01

以2008年高考体育加试为例。表4显示在加

试的4项中，lOOm与铅球、跳远和800m成绩有显

著性差异，铅球与跳远和800m有显著性差异，跳远

与800m差异也非常显著。在4项成绩中。跳远明显

好于铅球、800米和100m。铅球又优于800m和

100m，loom成绩最差。从得分率看，满分率最高的

是铅球，有297人达到3．29％。其次是跳远，也有

265人，高达2．94％。从历年来的满分率来看，铅球

的满分率在逐年提高，08年最高，06年和07年分

别是2．13％、2．21％，按照这个趋势发展，随后几年仍

有提高的倾向，而800m的满分率为0，loom的满分

率只有1．06％，这样4项成绩的满分率差距非常显

著，对考生4项素质的发展会造成极不协调，而且

极大地限制了考生对铅球、跳远的进一步提高。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重，主要是由于计分标

准的不合理，铅球和跳远的标准较低，而800m和

100m的标准偏高，需要调整。从20分得分率也可以

看出，铅球的得分率最高，有2558人，达到了

28．34％，跳远次之，有2445入占27．09％，loom为

21．19％，有1912人，800m最低为1793人．占

19．87％，差异也非常显著。再看15分以上的得分

率，铅球仍然最高，有7682人占85．11％，而800米

15分以上的得分率却排在了第二，有7571人占

83．89％，这是由于800m项目的难度较大而区分度

较小，致使满分率低而得分较集中。总体来看。铅球

和眺远的在20分以上的偏高，得分分布较靠前。

100m和800m在20分以上的偏低。 ．

表5安徽省体育高考女生4项成绩方差分析表(2008年})巫堑互)塑壅互丑Ⅱ二王=二五二j互
100柬蛆闻7108．264 3 2369 421 305．673 18 85 1．76¨ 1．17¨2．39¨

铝球虹一I 71065．62 9[68 7．751 16．46_0．63“一1．22¨
蔬连 总计78173．88 9171 17．68 0r59．’

800来 17．09

注：·P<0．05．}★P<0．Ol

从表5得出在女生加试的4项中，loom与铅

球、眺远和800m成绩有显著性差异，铅球与跳远和

800m有显著性差异．跳远与800m差异也非常显

著。4项成绩lOOm明显好于800m、铅球和跳远，跳

远又优于800m和铅球，铅球成绩最差(见表3)。

lOOm与铅球的差距最大，从得分率来看，lOOm与铅

球的得分率差别也很大，女子100m7人满分，占

0．1％，铅球有10人满分，满分率0．44％，铅球的满分

率明显好于100米的满分率。但男女在lOOm、铅球、

三级跳远项目上的满分率差异显著，说明女子的计

分标准难度明显高于男子，男女计分标准不平衡。

从07年开始，男女不再按比例招生，而是从高分到

低分统一录取。这样对女生极不公平。2008年的男

女考生比例约为4：1．实际达线的考生女生比例不

足1／8，远远低于报考比例，这样致使男女录取比例

严重失调。据统计，北京体育大学在安徽省已经连

续近10年没有招到女生，这样的计分标准急需修

改。女子100m20分688人，得分率30％，铅球240

入，得分率10．47％，100米明显优于铅球。15分

100m1470入，得分率64．11％，铅球1355入，得分率

59．09％，仍然好于铅球，从15分以上的成绩看，

100m有2165人，占94．42％。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

人都能够取得及格以上的成绩。不及格的成绩为

5％左右，属于小概率，而铅球只有1650入占70％，

差异非常大，说明loom难度较小，铅球难度较大，

计分标准不合理，需要调整。跳远与800m差异也非

常显著，从得分率看，15分以上的分别为189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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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82．43％和1794人，占78。24％。15分以上的得分

率，差异不是很大，但是女子800m满分率为0，这是

不正常的现象。而女子跳远满分率却是女子4个项

目中最高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说明800m项目的

难度较大，计分标准难度较高需要重新修订。

3结 论

全省体育考生4项素质水平中的田赛项目成

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径赛项目，尤其是

800m，考试成绩逐年降低。男生立定跳远、铅球的计

分标准偏低，得分偏高，而女生铅球、800m的计分标

准偏高，得分偏低。

男女考生4项素质总分在各相同分数段人数

构成比例上有着显著差异，同一性别不同项目、同

一项目不同性别各相同分数段人数构成比例上也

有着显著差异．说明考试标准设置缺乏一定的科学

性，应予以重新修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黄宝宏．安徽省高校体育专业招生学科测试成绩透析们．湖

北体育科技。2004，23(3)：407--409．

【2】王美春，刘涛．高等院校体育专业考生身体素质考试成绩的

综合研究田．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25(4)：536--537．

责任编辑：胡德明

On the Scoring Standard for Fitness Test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P．

E．Majors
——TakiIlg an Investig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Lil。Duan Qi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V．yang Teachers7 CoUege，Fuyang 236000，China；

2．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Taking teache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H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

teache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the candidates for

matriculation,and the test scores of candidates for matriculation in the recent three years鹊research

subjects and employ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s of physical education，education science，physiology，

statistics，and psychology，the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etting of test items and scoring

criteria of physical quMity test in coU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Anhui province．The stud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scoring criteria should he adjusted to balance the test scores for male aM female

candidates，and to develop their physical quality in an all round way．

Key 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Physical Education；Entrance Examination；

Physical Quality；Scoring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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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专访、社会调查、比较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对安徽省6所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办学现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据此作出分

析与评论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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