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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简介课题简介课题简介课题简介

本活动为 2011 年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科普中心

科普项目。

在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科普中心和天津体育学院

的领导下，课题组开始于 2010 年 10 月工作，至 2011 年 10 月，

完成了计划任务书中的全部内容，有 2名教授，4 名副教授以及

10 名研究生参与了全部活动，获得大量科普信息，并使研究生

在工作中得到很好的锻炼。

在此，我们郑重感谢天津市科普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以及给予

我们这次机会，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科普中心的经

费资助，感谢天津体育学院为我们筹措资金，这些是项目完成的

重要保证。

同时，感谢我们的合作单位对本项目做出的努力，他们是：

天津市体育局、空港体育中心、天津市理工科技发展公司、北京

普康科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由于经验有限，本活动难免有不足之处。请领导、专家指正。

今后我们还将努力致力于运动健康促进方面的科学普及和

推广，为实现天津市社会全员的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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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科普活动完成总结天津市科普活动完成总结天津市科普活动完成总结天津市科普活动完成总结

2010 年，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申报“体质检测与运

动健身科普周”成功立项。一年来，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积极响应天津市科委及天津市科普中心的号召，认真领会天津市

“十二五”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发展纲要精神，积极遵照活动申请，

在天津体育学院领导及北京普康科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天津市

体育局、空港体育中心、天津市理工科技发展公司等单位的大力

协助下，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最终超额完成立项申请中的科

普任务，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广大民众和有关部门的一

致好评。现对本次“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普周”活动进行总结。

一、活动基本信息一、活动基本信息一、活动基本信息一、活动基本信息

1111、活动简介、活动简介、活动简介、活动简介

本项目的活动形式采用固定实验室与流动实验室相结合，开

展“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学普及系列活动。本项目活动原计

划于 2011 年 4月-5 月完成，实际上自本项目立项至今，我们全

年都在贯彻本项目活动，其中 4 月-5 月尤其集中。

本活动普及受众对象包括普通市民、公务员、教师、小学学

生、中学学生、退休后的老年人等。本次活动基本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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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 ““““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普周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普周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普周体质检测与运动健身科普周””””活动基本情况简介活动基本情况简介活动基本情况简介活动基本情况简介

科普对象 时间 服务内容 人数 承担单位 合作单位 地点

老年大学

学员

2011 年 4

月 5-6 日
体质健康讲堂 599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北京普康科健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

河东区、河西

区老年大学

青年
2011 年 4

月 10 日

服务青年名家运

动健身公益讲堂
197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青年宫 天津市青年宫

社会体育

指导员、

中小学骨

干教师

2011 年 4

月 11-15

日

1.健康教育培训

1200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北京普康科健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体育学院

体质检测中心
2.体验式健身活动

3.体质检测与评价

市第 32

中学学生

2011 年 4

月 14 日

1.健康教育
805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理工科技

发展公司
市第 32 中学

2.身体成分检测

运动员

2011 年 5

月 9-14

日

1.健康教育培训

623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局

天津体育学院

体质检测中心
2.运动机能检测与

评价

市滨湖小

学学生

2011 年 5

月 13

1.骨龄检测

318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理工科技

发展公司

天津体育学院

体质检测中心
2.体力活动调查分

析与指导

中小学教

师

2011 年

7 月 6日

1.健康教育
1028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二中

2.健身方法指导

普通市民
2011 年

7 月 8日
体质健康检测 268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空港

体育中心

天津空港

体育中心

公务员

2011 年 7

月 19 日

-22 日

1.体质健康检测

2.健康教育
496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体育学院

体质检测中心

普通市民
2011 年 9

月 22 日

1.体质检测与评估

415
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局 市人民体育馆2.健康教育

3.健身方法咨询

人数合计 6049

2222、科普对象简介、科普对象简介、科普对象简介、科普对象简介

本次活动共惠及 5063 名天津市民，涉及各年龄层次，其中

主要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图 1）。同时，科普对象的职业包

括教师、学生、运动员、退休人员、公务员及其他人员，其中以

教师和学生为主（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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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 本次活动科普对象年龄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年龄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年龄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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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22 本次活动科普对象职业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职业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职业分布本次活动科普对象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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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经费使用情况二、活动经费使用情况二、活动经费使用情况二、活动经费使用情况

本次活动共用经费 20.89 万，其中自筹 10.89 万，财政拨款

10 万。具体费用见表 2。

表表表表 2222 本次活动经费决算表本次活动经费决算表本次活动经费决算表本次活动经费决算表

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 总经费（万元）总经费（万元）总经费（万元）总经费（万元） 申请经费（万元）申请经费（万元）申请经费（万元）申请经费（万元）

人员费

能源材料费 14.7299 4.64

外协费 3.62 3.62

租赁费 0 0

信息费 0 0

差旅费 2.02 1.22

会议费 0.52 0.52

国际合作与交流 0 0

总计 20.8899 10

三、活动主要内容及创新点三、活动主要内容及创新点三、活动主要内容及创新点三、活动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1、利用体质监测流动车为我市民众进行体质检测与评价。

2011 年 5 月，天津体育学院与天津市体育局投资近 300 万共建

了我市首部市民体质监测车，该车备有国内外先进仪器设备。体

质检测流动车的产生对于对及时、高效地为市民进行体质健康检

测及评价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为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走出

校门，服务社会开创有利条件。

2、采用“国家国民体质监测”、“运动风险评估系统”等最

新研究成果，结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校阳光体育实时效果进

行实时监控能和评价。阳光体育实时监控能引导学生积极积极参

与体育锻持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培养终身体育能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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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根据实时监控能和评价反馈的信息中发现当前我市阳光体育

开展成功与不足之处，从而促进阳光体育持久高效地开展，让学

生体质健康得到全面提升。

3、集“体验运动——体质健康检测——体质健康评价——

运动健身干预”于一体的运动健身指导。在本科普系列活动中，

我们不仅利用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众宣传运动健

身科普知识，更注重“体验运动——体质健康检测——体质健康

评价——运动健身干预”于一体的运动健身指导，取得了良好的

健身效果。

在此，我们以本活动中对某部门 496 名公务员团体体质健康

检测及评价做一简短介绍。本次检测内容主要包括骨质疏松风险

评估、糖尿病风险评估、身体成分分析三部分。

（（（（1111）骨质疏松风险评估）骨质疏松风险评估）骨质疏松风险评估）骨质疏松风险评估

无骨质疏松风险的为 434 人，有较大骨质疏松风险的为 44

人，骨质疏松的为 16 人，见图 3。

图3 3 3 3 骨质疏松风险分布图

骨质疏松风险
较大, 8.9%

骨质疏松
3.2%

无骨质疏松风
险,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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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糖尿病风险评估）糖尿病风险评估）糖尿病风险评估）糖尿病风险评估

无糖尿病风险的为 276 人，有轻度糖尿病风险的为 194 人，

有中度糖尿病风险的为 26 人，见图 4。

（（（（3333）身体成分分析）身体成分分析）身体成分分析）身体成分分析

本次身体成分测试包括体重指数 BMI，体脂%和腰臀比三项。

其中，体重指数 BMI 低标准为 16 人，正常为 328 人，过量为 152

人（图 5），体脂%测试显示，正常为 252 人， 超标为 218 人，

严重超标为 26 人（图 6），腰臀比低标准为 10 人，正常为 270

人，超标为 172 人，严重超标为 44 人(图 7)。

图4 糖尿病风险分布图

轻度风险
39.2% 无风险

55.6%

中度风险
5.2%

图5  5  5  5  体重指数分布图

正常
66.2%

过量
30.6%

低标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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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体重指数 BMI 指数：18.5-26 为正常，低于 18.5 为低

标准，高于 26 为过量。

注：体脂% 男性 8-25%为正常，低于 8%为低标准，高于 25%

为超标，高于 34.5 为严重超标； 女性 10-30%为正常，低于 10%

为低标准，高于 30%为超标，高于 40%为严重超标。

注：腰臀比男性 0.8-0.9 为正常，低于 0.8 为低标准，高于

0.9 为超标，高于 0.95 为严重超标女性 0.75-0.85 为正常，低

于 0.75 为低标准，高于 0.85 为超标，高于 0.9 为严重超标。

对测试对象进行体质健康检测及评价后，我们根据各受试不

图6  6  6  6  体脂%%%%分布图

超标
44.0%

严重超标
5.2%

正常
50.8%

图7  7  7  7  腰臀比分布图

正常
54.4%

超标
34.7%

低标准
2.0%

严重超标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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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质及特点，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进行运动干预，有力提高其

健康水平。

四、活动绩效指标四、活动绩效指标四、活动绩效指标四、活动绩效指标

1.1.1.1. 活动效果活动效果活动效果活动效果

本次活动把普及大众健身科学知识、增强市民科学健身意识

等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结合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本职工

作，组织工作人员及研究生开展日常性健康教育、健身指导，不

定期进行体质健康检测与评价，有力促进我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开

展，取得良好的活动效果。

体质检测中心通过开动体质监测车走入街头巷尾和固定中

心实验室定点接待等多种方式，对我市各年龄阶层、不同职业的

市民宣传健康知识科普教育及体质健康测评等工作，不辞辛苦，

不计报酬。整个活动中，共计完成体质测评人数达 3000 多人；

接收规范的运动健身风险评估、健身指导达 2000 多人；健康教

育覆盖人数达 5000 多人，超额完成活动的申报任务。

2.2.2.2. 领导关注领导关注领导关注领导关注

本次活动受到天津市科委、天津市科普中心、天津市体育局、

天津市青年宫等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011 年 5月 20 日，我院体质检测中心受天津市体育局邀请，

参加天津市第 25 届科技周活动。我院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建成

的“天津市民体质监测车”在市科委门前，为广大科技工作者进

行体质测试，并宣传科学健身、普及健康知识，以实际行动实践

本次活动“科学发展，科技创新，科普惠民”的精神。市科委副

主任陈养发、齐成喜等领导同志也兴致勃勃的参加了测试，详细

询问了体质检测的有关科研工作，并对我院科普惠民、服务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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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质检测工作给予很高评价。

2011 年 9 月 23 日，由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学科普活动中心主办的“大爱无疆•关

注健康”卫生安全健康科普行动在本市人民体育馆举行。活动中，

我院体质检测中心师生与我市卫生系统的专家们一道，开展了卫

生健康系列科普咨询服务活动。我院体质检测中心利用与体育局

联合运行的“天津市民体质监测车”，为市民进行体质健康检测、

科普宣传及相关咨询活动，受到现场市民的欢迎，并得到了相关

单位领导和医学界专家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3.3.3.3. 媒体报道媒体报道媒体报道媒体报道

2011 年 4 月 10 日下午，由天津青年宫、渤海早报、天津电

台生活广播、北方网、天津青少年报刊总社等联合主办的“服务

青年名家公益讲堂”第 18 讲 “冲破亚健康”免费主题讲座在天

津青年宫举行。天津青年宫副主任刘炳源向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

测中心谭思洁教授颁发了聘书，聘请谭教授为“服务名家公益讲

堂”的专家顾问团成员。此次活动得到了市文明办、团市委、市

社科联、市关工委、市青联、市学联等单位的支持和指导。天津

电台、《渤海早报》、北方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2011 年 5 月 1 日，受天津市体育局邀请，天津体育学院体

质检测中心于 2011 年 5 月 1 日参加天津市职工庆“五一”体育

健身嘉年华活动，免费为市民进行体质测试。整个检测快速、方

便，无创伤，新颖的体检形式，吸引了现场职工群众的驻足观看

和踊跃参加。谭思洁教授现场根据每个受测者的身体素质表给出

具体的建议，指导测试者更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2011 年 5月 1

日《今晚报》体育·彩经版、2011 年 5 月 2 日《渤海早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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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闻/ 综合版、2011 年 5月 23 日《中国体育报》综合新闻版

等均对首部体质监测车服务天津“科技周”给予大版面报道和高

度评价。

4.4.4.4. 社会反响、社会效益社会反响、社会效益社会反响、社会效益社会反响、社会效益

本次活动充分运用“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研”、“国家国民体

质监测”、“运动风险评估系统”等最新研究成果，倡导科学健身

理念，针对各年龄层次的人群，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开

展有针对性的、体验式的健身活动，将健身休闲与科学普及有机

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参与健身活动，学习科学健身

知识、掌握科学健身方法、切实提高健身的实际效果，将最新研

究成果转化为大家喜闻乐见的科学健身指导活动。

通过本次“科技周”服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天津体育学院

体质检测中心服务社会，惠利于民的实践能力，也极大提高天津

体育学院知名度。同时，活动进一步发挥体育的综合功能和社会

效应，丰富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促进国民体质发展与健康

水平的提高。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2011-10-18

天津体育学院

20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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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料展示之一

展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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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硬化评价动脉硬化评价动脉硬化评价动脉硬化评价 定量超声骨密度评价定量超声骨密度评价定量超声骨密度评价定量超声骨密度评价 国民体质监测解读国民体质监测解读国民体质监测解读国民体质监测解读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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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标准健康标准健康标准健康标准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 平衡能力评价平衡能力评价平衡能力评价平衡能力评价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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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成分评价身体成分评价身体成分评价身体成分评价 糖尿病评估糖尿病评估糖尿病评估糖尿病评估 体质简介体质简介体质简介体质简介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科普宣传资料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

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天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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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料展示之二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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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青年名家公益讲堂”第 18讲 “冲破亚健康”免费主题讲座在天津青年

宫举行。天津青年宫副主任刘炳源向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谭思洁教授颁

发了聘书，聘请谭教授为“服务名家公益讲堂”的专家顾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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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1 日，天津体育学院与天津市体育局共建的体质监测车

参加天津市第 25届科技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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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月 13 日为天津市公安局干警机械能体质检测与健康知识科普服

务。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饶有兴趣参加测试。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常务副主任谭思洁教授详细为

武长顺局长解读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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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3 日，体质检测中心对天津市滨湖小学学生

进行体力活动调查分析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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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月 14 日，体质检测中心对天津市第32中学学生进行身体成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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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4 日，体质检测中心对天津市第32中学学生进行健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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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外出科普服务前，体质检测中心都会对中心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及指导。

图为 4 月 29 日在奥体中心前为普通市民进行科普服务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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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在奥体中心为普通市民进行科普服务，天津市体育局局长刘凤山亲临

现场，并就有关问题与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谭思洁教授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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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22 日在市人民体育馆“大爱无疆·关注健康”活动前，

副市长张俊芳为本次活动讲话。

2011 年 9月 22 日在市人民体育馆“大爱无疆·关注健康”活动中，天津体育学

院与天津市体育局共建的体质监测车奔赴现场，为广大市民进行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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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月 22 日在市人民体育馆“大爱无疆·关注健康”活动中，天津体育学

院与天津市体育局共建的体质监测车奔赴现场，为广大市民进行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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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月 22 日在市人民体育馆“大爱无疆·关注健康”活动中，天津体育学

院体质检测中心通过展板、体质检测流动车等方式为广大市民进行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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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22 日在市人民体育馆“大爱无疆·关注健康”活动中，

民众参与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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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日，第二工人文化宫前举办“五一”体育嘉年华活动。

天津体育学院与天津市体育局共建体质监测流动车奔赴第二工人文化宫为

市民免费服务。图为市民参与体质检测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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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日，第二工人文化宫前举办“五一”体育嘉年华活动。

天津体育学院通过展板等形式为市民宣传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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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日，第二工人文化宫前举办“五一”体育嘉年华活动。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中心谭思洁教授带领中心工作人员

在体质监测车内为市民体质测试与评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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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为天津男篮、田径、女子垒球、击剑运动员进行机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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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料展示之三

媒 体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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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 日《今晚报》体育·彩经版对首部体质监测车服务天津“科

技周”给予大版面报道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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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 日《渤海早报》体育新闻/ 综合版对首部体质监测车服务天

津“科技周”给予大版面报道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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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3 日《中国体育报》综合新闻版对首部体质监测车服务天津“科

技周”给予大版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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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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