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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5G era, wearable devices are used to 

monitor students' classroom status in real time and to statistically process the monitoring dat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physique monitoring data can optimize 

classroom efficiency, save teachers' time to acquire and process classroom data, realize early warning of 

classroom sports risks, reduce classroom sports risks,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realize one-to-one 

understanding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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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体育教学中亟待解决问题入手，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以及 5G 时代的迅速发展，利用可穿戴设备

对学生课堂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实验结果指出，体质监测数据智能管理能

够优化课堂效率，节省教师获取和处理课堂数据的时间，能够对课堂运动风险实现预警，降低课堂运

动风险，同时能够尊重个体化差异，实现一对一的了解和指导。 

关键词：体育教学；数据智能管理；体质监测 

1.前言 

随着近年来校园体育中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

程中危险状况频发，学者对于可穿戴运动监测设备、运

动 APP 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生

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测评价，可以更清

楚的了解自身的各项物理和生理指标，通过对心率的合

理控制，达到合理的锻炼负荷。目前对于可穿戴设备以

及运动 APP 的研究很多，但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将两者相

结合，实现数据采集后的智能化管理，如何能让两者有

机的结合，应用到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去，是我们需要深

入去研究的问题。 

2.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近年来大学生大多成为了“低头族”，对于体育活

动的参与极为缺乏，因此大学生身体素质每况愈下，针

对这一现象，我国加大了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力度，

对于大学生各类体育运动都在提高重视
[1]
。但是，基于

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时常会出现危险情况，体育教师无法

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状态完全掌握，所以对于学生在体育

活动中的身体状态监测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学校目前对

于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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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学科，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

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模拟、眼

神、扩展人类智能的学科
[2]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

展，人工智能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在体育领域

中的应用也更加的广泛。 

2.1. 国内研究现状 

在“互联网+”影响下，全民健身活动正向智能运

动、科学运动、互联网化的方向发展，以应对人们在自

身健康指标、运动塑身塑形等细分层次上的更高诉求。

可穿戴设备的兴起及运动器械的智能化，不仅给全民健

身运动带来了科学指导，而且改变着人们的健康生活和

运动轨迹
[3]
。  

随着近年来校园体育中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

程中危险状况频发，国内学者对于可穿戴运动监测设备、

运动 APP 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

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测评价，可以更

清楚的了解自身的各项物理和生理指标，通过对心率的

合理控制，达到合理的锻炼负荷。目前国内对于可穿戴

设备以及运动 APP的研究很多，但都没有真正意义的将

两者相结合，实现数据采集后的智能化管理，如何能让

两者有机的结合，应用到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去，是我们

需要深入去研究的问题。 

2.2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人工智能在国际比赛的应用已经较为普及，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提升竞技水平和专业化水

平，既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竞技体育的魅

力所在。而人工智能则为其竞技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提供

了重要的手段与方法。 

在专业训练方面，通过人工智能对训练、备战和比

赛情况等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大数据分析，教练员可以

适时调整策略和排兵布阵，运动员能够更好、更有效地

训练，从而提升运动员及球队的技术水平，优化运动员

的实时表现和场上状态，谋取更佳成绩
[4]
。 

从竞赛组织看，在赛场上，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可

能因误判而产生矛盾，而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有效规避

这些问题。网球比赛应用“鹰眼技术”，不仅把赛场分

割成以毫米计算的若干测量单位，把网球飞行轨迹的数

据生成三维图像，在大屏幕上呈现出网球的具体飞行轨

迹及落点，而且从数据采集到结果演示的总耗时不超过

10 秒，误差在 1%以下，为裁判员进行精准判罚提供了

重要帮助
[5]
。 

综上所述，结合 AI 技术支持，完成对大学生在体

育活动中的实时体质监测，能够清楚的掌握其身体锻炼

情况，并对取得数据进行智能化管理，从而调整运动负

荷，避免危险事件的发生。对于体育教师来讲，对于取

得的数据的智能化管理，能够追踪其锻炼习惯特点，从

而更全面的掌握其身体情况，针对性的给与课内外指导。 

3.研究价值 

3.1 学术价值 

对大学生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的身体状态进行监

测采集以及智能化管理，能促进运动锻炼习惯的形成，

对运动进行实时的监测，提供科学的运动方案，减少运

动风险的发生，能为健康生活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也

能为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体育教学优化研究提供一定的

理论依据
[6]
。 

3.2 应用价值 

使用可穿戴设备对运动进行监测，能提升监测水平、

增加监测项目、减轻运动负担，与手机 APP 或电脑相

结合，能增加多种功能，增加使用积极性和长久性。数

据智能管理系统和可穿戴设备相结合，能使大学生以更

快、更方便的方式，进行更加科学的、合理的运动，大

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进行多种多样的体育

活动。而智能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有机结合，能帮助体

育教师在一定程度上监控运动强度和负荷，减少了运动

的盲目性，提高运动安全性，并能提高锻炼效率和兴趣，

增强趣味性，使运动更加合理。 

4.研究目标 

大学生体质监测智能采集系统设计，以可穿戴设备

为基础，监测大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运动物理指标（计

步、运动定位）和生理指标的监控（心率）；另外根据

这些数据简单计算卡路里的消耗、运动速度、距离、运

动轨迹的记录功能，并以心率监测为核心，通过运动过

程的心率监测，控制运动强度，并能根据运动中、运动

后心率变化和其他（问答）对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

行智能管理，使体育教师和学生了解此次运动情况，为

下次运动做一定的参考。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紧紧围绕

以上内容对可穿戴设备和 数据管理系统设计和实现，

最终完成智能数据采集系统，并将个体数据形成数据曲

线及可调用的历史数据包，为使用者在体育教学和自主

锻炼中起到指导和帮助作用。 

5.研究总体框架 

体质监测数据智能管理系统研究总体框架如图一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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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总体框架 

6.研究具体方案 

通过对前期资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梳理国内外对

体育教学中引入体质监测数据智能化管理的相关信息，

总结优点和不足，为下一阶段的可穿戴设备的设计打下

一定的基础。可穿戴设备与数据管理系统紧紧围绕体育

教学中学生体质状态的关键指标进行设计和开发。设计

和开发完成后，进行小样本测试，实验验证可穿戴设备

与数据管理系统的运行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修正改进，进

一步完善后，在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选项班中进行应用推

广，通过推广实施，总结体质监测数据智能管理系统在

体育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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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监测
参数确定

 
图 2总体研究方案 

6.1 可穿戴设备和数据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研发 

本设计采用 MAX30100进行心率血氧检测,将心率和

血氧信号采集并转换成数字信号 ,送到单片机

STM32F103 中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手环屏幕显示

的同时,通过蓝牙模块与手机通信发送到手机App中,并

进行显示
[7]
。 

6.2 小样本实验验证反馈 

完成可穿戴设备和体质监测数据智能管理系统的

设计研发后，采用小样本对研究进行实验验证，得出反

馈结果进行设备的修改和调试，最终达到体育教学的使

用要求，系统各项参数正常，运行平稳，能够满足体育

教学各项指标的采集、记录、运算和储存。 

6.3 研究对象的体质数据监测应用 

课题以在校大一大二体育与健康课程学生为基本

研究对象，选取实验班和对照班各 30 名男同学，在实

验前对研究对象进行前测指标对比，结果表明，两班学

生在监测指标上并无明显差异，同时实验班和对照班都

采取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两班教师执教水平相

当，符合实验要求。实验过程为十次课，实验班进行体

质监测管理，对照班按照传统模式进行教学，对两班在

教学过程中身体状态、教学数据获取和处理进行比对。 

结果表明，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实验后的监测指标无

明显差异，但在课堂过程中实验班因为能够获取更多学

生的身体指标，教师根据指标安排心率过高学生降低运

动强度和负荷 15 人次，同时将心率较平稳的学生增加

运动强度和负荷 10 人次，实现的危险的预警和教学的

个性化指导，对比对照班，由于教师获取学生指标较少，

只能采取抽查和根据教学经验判断，对比实验班教师对

课堂的掌控就明显不足。 

在对课堂数据的获取和处理上，对照班由于采取传

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沿用纸笔秒表的数据记录方法，获

取数据的种类有限的情况下，在统计一个班的教学数据

平均用时增加 30 分钟的时间，教学效率较低。实验班

教师能够借助监测智能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学生身体状

态和运动指标的同时，数据上传至系统并进行处理运算，

教师只需简单的手机和 PC 端操作，就能够查看每个学

生的历史数据。 

7.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体质监测数据智能管理系统能够有

效指导体育教学，对体育教学过程中运动风险形成主动

预警，降低发生运动风险的几率。同时教师在体育教学

中能够有效控制学生的运动负荷和强度，避免仅凭经验

判断，做到有理有据。在课堂数据的获取和统计上，系

统也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并提升课堂

的先进性。综上所述，体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体质监测

数据智能管理，能够指导教师少走弯路，优化课程，减

少弊端，形成科学、有效、安全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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