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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生体能课教学改善研究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李方晔 1，睢鑫钰 2 

（1.湖南大学体育学院，湖南、长沙，410079；2.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体能课本身存在枯燥、训练强度大等特点，因此在我国高校开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对北

京师范大学体能课方式、内容及满意度调查研究，找出体能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改进意见，同时为

我国高校体能课开展提供理论帮助。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等方法调查研究北京师

范大学本科生体能课情况。发现在目前课程中存在学生对体能课目的认识不清、器材匮乏、课程设置不合

理、课后指导匮乏等问题。因此建议高校开展体能课过程中要树立学生正确的思想认识、建设科学完善的

课程体系、合理安排课程内容、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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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大学生体能下降，在体质测试中不合格的人数却逐年增长。目前对于学生体能

下降情况，国家也颁布一系列的条例制度。首先全国范围内对大学生体育课进行改革，其

次将体质测试成绩与评优结合。由此可见国家对学生体能情况越来越重视。在未来国家对

学生体能状况监测也会越来越严格。目前体能训练不仅仅在田径等体能主导项目中展开，

在大球、小球、健美操等技术主导项目中影响作用同样较高。在技术主导项目专业训练

中，大部分设有单独的体能训练课，近些年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体能的影响越来越多。由此

可见，体能是各个运动项目的基础。然而在有些高校体能课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有些学

校并没有开设体能课，在高校开展形式多数以选修课为主。体能课自身存在枯燥、运动量

大、内容较多的特点，使部分学生对体能课有恐惧的心理。因而只有了解学生的满意度才

能及时让教师修改教学计划、完善计划，使学生成为“学的主体”这一点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也为体能运动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对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体能选修课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性调查 30人，占

36.1%；女性调查 53人，占 63.9%。大一年级 16人，大二年级 42人，大三年级 25人，各

占总数的 19.3%、50.6%、30.1%。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在研究过程中查阅相关数据及文献资料，分析相关理论结果，为课题研究提供相应的

科学依据，帮助研究结果科学、合理、准确。 

1.2.2逻辑分析法 

根据调查数据已经查阅文献，对所有资料进行整合、统计、分析，形成系统合理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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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问卷调查法 

借鉴我国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专家访谈及本研究的思路,设计出“北京师范大学本

科生体能课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教学服务、教师、课堂氛围、学生及学习效果

调查等部分。问卷采用现场发放调查形式。问卷效度检验是通过 Bartlett球形检进行检验

的。 

1.2.4数理统计法 

问卷收回后使用 Excel 2007和 SPSS17.0统计软件包作数据统计。 

 

2、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体能课满意度调查 

调查研究学生课程满意度可以让教师看到学生对课程本身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为教

师提供了一种确定优先发展战略的工具。可以看到学生最关注和最满意的项目以及学生不

太满意或不认同的项目，还可以了解到学校所提供的上课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或是还

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高。通过分析学生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教师可以找出本课急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改革手段，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改善不满意

项目现状，同时继续优化好的项目。让学生喜欢本课程，更加有效提高课堂效果。高等教

育的基本产出之一是高等教育服务，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其对服务质量

的满意程度直接决定了高校在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力及其生命力。为此，开展大学生满意度

调查已成了世界各国高校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2.1问卷检验 

效度指的是量表能够准确测出想要测量的变量的程度。效度可以通过因子分析粗略检

验。当用因子分析检验效度时，首先需要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即题项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这反映在两个检验指标上：1、KMO值，2、Bartlett球形检验值。其中，KMO

值用于比较题项间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系数，取值在 0到 1之间。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标

准为：大于 0.9，非常适合；0.7-0.9适合；0.6-0.7不太适合；小于 0.6不适合。

Bartlett球形检验值用以检验题项间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即 sig.<0.05）则适

合做因子分析。 

 

表 1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KMO值 .943 

近似卡方 2891.929 

自由度 496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P .000 

 

表 1检验结果表明：调查数据的 KMO检验值为 0.943，大于 0.70，说明该问卷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2891.929，数值比较大，显著性

概率为 0.000（P<0.01），因此拒绝 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调查量表的效度结

构好，适合做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并以正交法

（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的公共因子

共有五个。表 2结果显示：五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 78.2%，大于 60%，所以认为调查量

表的效度良好。并且量表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教学服务、教师行为、课堂范围、学生和

学习效果。 



                                     http://www.sinoss.net

- 3 - 

 

 

表 2  因素分析统计量 

特征根  初始统计  累计    特征根 因素提取统 累计   特征根 方差极大旋转 累计 

量贡献率  贡献率         计量贡献率 贡献率        后因素提取统 贡献 

计量贡献率    率                            

1 20.7    64.9 64.9 20.7  64.9 64.9 11.6  36.3 36.3 

2 1.5     4.8 69.8 1.5   4.8 69.8 4.8   15.1 51.4 

3 .9 3.0 72.8 .9  3.0 72.8 3.5 11.1 62.5 

4 .8 2.7 75.6 .8 2.7 75.6 2.9    9.2 71.8 

5 .8  2.6 78.2 .8  2.6 78.2 2.0     6.4 78.2 

抽取法： 主成分分析。 

 

2.2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到有 52%的学生对体能课的某个环节有过抱怨，有 90%的同学选择

会继续参加体能课的学习，有 88%的同学会向他人推荐体能课，有 90%的人在上课之外的时

间会进行体能课的练习。由此可见虽然较大部分的学生对体能课某个环节有过抱怨，但是

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继续练习的决定。 

该问卷共分为教学服务、教师行为、课堂氛围、学生、学习效果五个大维度，并设有

32个子维度。其中学生最满意的是教师，最不满意的是教学服务。大部分的学生认为目前

的器材数量质量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要求。子维度中得分最高的三项是任课老师授课质

量及态度、任课老师不随意调课及拖堂、课程内容为学生着想，得分最低的三项是器材数

量、在课余时间内向老师请教问题、课程时间的设置。总体看来学生对体能课满意度较

高，平均分值在 4分以上，具体分析见表 3。 

 

表 3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因子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教学服务 83 1.00 5.00 4.13  0.67  

教师 83 1.00 5.00 4.45  0.69  

课堂氛围 83 1.00 5.00 4.41  0.70  

学生 83 1.00 5.00 4.36  0.66  

学习效果 83 1.00 5.00 4.42  0.69  

 

调查量表各因子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教学服务的均值和标准差为 4.13±0.67分，

教师的均值和标准差为 4.45±0.69分，课堂范围的均值和标准差为 4.41±0.70分，学生

的均值和标准差为 4.36±0.66分，学习效果的均值和标准差为 4.42±0.69分。由于此次

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方法，中位数为 3，所以研究结果显示：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中位

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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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科生体能课存在问题 

虽然体能训练在各项目的专业队中已经普遍开展，但是在我国体育教学中并没有广泛

涉及。并且体能课乏味、辛苦，导致同学听到跑步、运动等相关词语就产生了恐惧心理，

这影响了体能课不能普及。通过对课程研究找出突出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有利于体能课

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利于突出学生主体这一理念。首先体能课训练量和

强度较大让学生恐惧该课程。上课内容多是重复练习，枯燥单一，学生无法产生兴趣。学

生选课动机和实际效果不能统一。学生因身体条件、身体素质等因素较差无法完成老师上

课要求失去信心。国家对体能课不够重视，体能课目前仅为选修课。这些都导致了体能课

在我国开展并不广泛。其次满意度调查在大学开展并不普及，已经开展的院校有很多学校

都是强制性的，而且调查内容单一、科学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不足，应付现象严重。 

3.1对体能课目的认识不清 

    体能是众多运动项目基础，他客观限制条件小并且选择针对性强，因此是快速达到锻

炼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学校开始体能课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培养学生

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有效促进某项身体素质发展的最有效方式、培养学生终身体育观念

等等。在学生的认知中不能完全体会这些，多数人为了学分和每年的身体素质测试选择该

课程。因此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会有效促进体能的开展。 

3.2器材匮乏 

其体能课器材缺少是突出问题，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对学校器材的数量及质量满意度较

低。器材种类较多对学生学习质量有促进效果，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能

课本身有枯燥，强度大等特点。这些都会多少影响到学生运动的积极性，有器材的辅助可

以变换练习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运动兴趣。第二，部分器材如弹力带、小哑

铃等可以增加对抗力，对练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对于增强某些小肌肉群力

量，无法通过徒手进行练习或练习效果不够明显，通过器械练习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

此，增加器材有利于提高学生上课兴趣、提高运动效果、锻炼小肌肉群能力。 

3.3课程设置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在高校中体能课存在形式多以选修课为主，大学一、二年级课程集中，

每周仅有一节课。短暂的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学生掌握复杂多样的运动技能，更不能有效促

进学生机体多方面发展。部分课程是在早上第一节课进行，虽然早上锻炼有一定好处，如

增强人体机体运动功能、培养学生良好作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 1，但早上进行体育锻炼

也有些弊端，早晨由于动植物夜间呼吸的结果使大气中氧气含量是一天中最低的，空气质

量也是一天中最差的，大量吸入会不利于健康。早上上课多半会空腹或刚吃过早餐，吃饭

后不益立即运动，如空腹运动会造成血糖降低，降低到一定程度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而

造成头晕泞邻干、面色苍白、晕厥等低血糖休克的现象发生 2。综上所述，早上体育锻炼

是利大于弊的，因此我们应该多鼓励学生早上参加运动，教师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及监督，

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4课后指导匮乏 

科学的指导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病、提高运动成绩、达到训练目的。分析后得知，

教师行为是满意度得分最高的，但是其中课后找老师咨询问题这一点满意度确是较低。在

平时的运动训练中多少会出现练习方法、身体反应等问题，学生得到专业老师的指导可以

有效的避免运动损伤，有利于促进学生运动兴趣，同时可以增进师生沟通。因此，教师告

知其联系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4、本科生体能改善建议 

4.1树立学生正确的思想认识 



                                     http://www.sinoss.net

- 5 - 

终身学习是大学体育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体育课程的开始不仅是为了学生修满学分顺

利毕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锻炼意识，学会科学的体育锻炼技能，在以后的

工作生活中可以很好的运用。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树立正确并科学的锻炼意

识，加强学生对运动项目的认识，让学生了解运动项目的锻炼目的意义及价值，学会运动

并学会使用运动。 

4.2建设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 

    传统教学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高校的课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运

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建设教师团队，建立科学公正的学习内容考评标准等。其次

形成固定的教师培训时间，请相关领域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能力。再次，建立课

后练习小组，每周一至两节的专项课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建立课后练习小组，给予学生

科学的指导，并对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合理的帮助，促进学生形成合理安全的运动

习惯。最后，将课前课中课后有机结合，形成固定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可以学习知识、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应用知识，让学生真正的受用终身。 

4.3合理安排课程内容 

    合理科学的安排课程内容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工作有序按时进行，还可以促进学生身心

发展，更好的完成教育教学目标。主要体现为课程内容和顺序的安排要满足体育课原则和

运动的科学性。在内容上要体现多样性，符合大学生的年龄特点，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

教学顺序上要体现循序渐进、有易到难、由分到总等原则。同时要根据自身学校的教学条

件，合理的安排内容，不可千篇一律 3。最后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教学。 

4.4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教师队伍的不断发展是提高体能教学的核

心部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高素质人才优化教师队

伍建设。第二，定期组织教师学习，提高专业知识与技能。第三，转变教师观念，只有教

师对课程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该课程有足够的认识了解，才能让学生有兴趣学习，如果教

师都是抱着应付工作的心态，课程便不会被重视。第四，提高教师责任意识。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作为老师传授学生知识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任务，教师应对学生

负责，以培养学生作为己任，而不是敷衍了事，应付工作。因此要严格要求任课教师，加

强教师责任意识，坚决杜绝这一现象。 

4.5改善教学条件 

    由于体能课的自身特点，内容比较枯燥，因此要加强设施建设，为学生创造多种多样

的体能训练实践方式。而且体能课很多内容需要通过借助其他器材达到锻炼目的 4。因此

相关的器材也就越来越重要。首先缺少器材首先可以申请购买体能课有关器材。其次老师

可以用其他相似物品或器材代替，提高利用率。 

 

5、总结 

在我国体能课在大学的开展并不理想，很多学者认为体能课不能较广泛的开展主要是

因为（1）学生怕脏怕累，体能课训练量和强度较大让学生产生恐惧感。 （2）上课内容多

是重复练习，枯燥单一，学生无法产生兴趣。（3）学生选课动机和实际效果不能统一。

（4）学生因身体条件、身体素质等因素较差无法完成老师上课要求失去信心。（5）国家对

体能课不够重视，体能课目前仅为选修课，但是，对于体能课自身而言却又存在很多优

势。通过调查研究，注重以学生为主，以学生自身为突破口，加强学生对体能课认识。教

师在教学中起到主导作用，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学习先进的科学运动指导方式，是提高体

能课教学质量的核心内容。加强硬件条件，形成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是改善体能课教学的

基础内容。只有不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达到提高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运动兴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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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生终身锻炼意识的最终目的。希望通过这次体能课满意度调查研究，对其他学校提供

理论帮助。使他们吸取其优点改正其缺点，可以更好的开展体能课，并使开展学校逐渐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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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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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ysical fitness class is characterized by dullness and strong training intensity. Therefor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arrying it out in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hysical fitness method, content and satisfaction, find out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theoretical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physical fitness lesson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curriculums such as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fitness course, lack of equipment,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lack of instruction after class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students' correct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course in universities,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 arrange the course content reasonab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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