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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styles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physical health. Expert evaluation model 

system uses online survey to evaluate the subjects, and gives specific healthy lifestyle 

guidelines in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intervention and long-term monitoring of subjects' 

lifestyle,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vides data platform to conduct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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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方式是影响人类体质健康的主要

因素，系统采用专家评估模型实现对受试者

的在线调查和评价，并给予针对性的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方案，力求对受试者生活方式进

行智能化干预和长期监测，同时也可为进行

生活方式研究提供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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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

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

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

审美观、以及与这些方式相关的方面。现代

科学研究与生活实践表明，生活方式是决定

体质健康的重要因素。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

智能化管理系统，选取与体质健康密切相关

的生活方式诸多因素，通过“在线调查——

专家评估——促进方案”的形式实现对受试

者生活方式的进行智能化干预。本系统作为

“HealThone”健康管理系统功能的补充与

拓展，能够更好的利用实验室现有的软硬件

设施和测试数据，实现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

的智能化，使原管理平台的“体质健康促进

方案”更加科学完善，提升实验室的实验与

研究水平。 

1. 系统基本构成与主要功能 

1.1 所需硬件与设置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的硬件主要由服务器、管理控制中心、局域

网、及用户使用终端组成，为保证网站的运

行速度及数据安全，最好采用单独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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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站所需主要硬件与设置 

1.2 软件系统与构成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主要包括后台管理、在线网页答题、专家评

估、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方案等模块。系统

依托校园网环境支撑，整合体质健康监测与

训导管理平台数据资源，实现身份认证，数

据交换，信息发布、知识宣传、在线调查、

智能评估、专家指导等功能。 

 

图2  软件系统与构成 

1.3 系统模块设计与功能解析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包括数据交换、生活方式在线调查、专家评

估模型、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方案等四个模

块，其中在线调查采用远程和现场任选的数

据采集模式。专家评估采用数据模型方式，

运用遗传算法，智能判断受试者生活方式的

变化，并突出系统的“训练”功能，对受试

者生活方式进行长期监测。生活方式促进方

案采用BI技术，提高评价与建议的关联度，

以及数据利用率和系统的智能性。 
 

 

 

 

 

 

 

 

 

 

 

 

 

 

 

 

 

 

 

 

 

 

 

 

 

 

 

 

图3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1）生活方式在线调查系统 

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生存，生存的基本要

素是健康。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成长，从壮年

到暮年，直至死亡，健康始终与人相伴。而

生活方式对人类体质健康的促进的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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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社会阶层民众都必须掌握的要领

和常识。 

在线调查主要包括家族及个人既往病

史调查、运动习惯调查、膳食习惯调查、不

良嗜好调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调查内容围

绕生活方式中与体质健康密切相关的问题

展开，对既往病史主要包括家族遗传性疾病

和个人先天性缺陷等内容，重点关注心血管

系统、呼吸系统及运动系统疾病。运动习惯

主要调查学生参与运动的项目、时间、强度、

频度及态度等5个类别的问题。膳食习惯主

要调查学生饮食品种、口味、进食量、饮水

量、进食是否规律等状况。不良嗜好主要调

查学生是否饮酒、吸烟、不规律的睡眠、沉

迷网络等对体质健康影响较大的不良习惯。 

（2）专家评估模型模块 

专家评估模型是本系统的核心内容，其

是在在线调查信息的基础上，对各模块的数

据进行分级、评分、判断。各模块评估分值

分别为25分，评估总分为100分。运动习惯

主要用时间和次数来分级，将5大类问题，

按程度进行3—5级的分级，按习惯科学程度

分别得分1分—5分。 

得分 评估结果 

100 

您的生活习惯非常的好，因此

您的身体也会非常的好，请继

续保持。 

80—90 

您的生活很有规律,有规律的

运动，有良好的饮食习惯，会

给您带来强健的体魄,请继续

保持。 

60—80 

您的部分生活方式存在不合理

的现象，请改正不良习惯,增强

锻炼，预祝您有一个健康的体

魄。 

60以下 

您的生活不规律，没有良好的

生活方式,会给你带来极大的

危害，建议改正不良的生活方

式，享受健康的生活。 

图4 专家评估模型 

（3）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方案模块 

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方案模块是结合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训导管理数据与生活

方式调查数据，对两个数据所显示的结果进

行关联性分析，找出问题症结，给出针对性

的包含运动处方与生活方式改进的个性化

得体质健康促进方案。如学生体重超重，膳

食高脂高糖，作息不规律，缺乏有氧运动，

运动时间短，运动量少，反映有氧运动能力

的耐力跑水平偏低。给出的方案就包括注意

低糖低脂，多吃粗纤维食品，膳食结构平衡；

增加如游泳、耐力跑、快走等有氧运动，按

时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其中运动处方部

分可以细化到一个训练周期的时间，周训练

次数，运动的距离，运动的时间，以及运动

时的注意事项等。而生活方式的改进也要有

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包括膳食的品种、数量，

睡眠的时间等，以提高方案的科学性、有效

性及可操作性。 

（4）数据交换与存储模块 

本系统具有数据采集功能，但其与关联

数据分析还需要相关数据库系统的支持。如

个人身份信息采用校园网公用数据平台的

权威数据，能够保证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而相关体质健康印证测试数据还要利

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训导管理平台的数

据源。数据交换模块要求无缝链接各相关数

据模块，并能够实时稳定的进行数据更新和

交换。数据存储要求要遵循系统功能和相关

规律，并对个体测试数据按测试时间进行排

序，以便对受试者不同阶段测试数据的变化

进行比对。数据存储要具有智能清洁功能，

防止数据沉冗。数据交换中还要能够保证模

块内数据的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修改。 

2. 系统建设思路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的建设思路为：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在

收集、整理、传播方面的优势，采用易于被

大学生易于接受的在线调查与评估模式，通

过对与受试者体质健康关联紧密的生活方

式的诸多因素进行信息采集和分析，结合科

学健身的原则和原理对测试者进行智能化

的指导，提高青少年学生对健康与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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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水平，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达到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 

2.1 技术先进、架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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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测试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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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业务流程总图（深色部分为相关共享

数据模块）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建设必须坚持技术先进，使用方便的要求。

采用具备速度快、数据存储安全、便于维护

等技术特点最先进的软件进行平台建设。系

统依托体质健康监测与训导管理平台的身

份认证系统进行实名注册与身份认证登陆。

在填写年龄、性别等基础信息后，系统即可

生成相对应年龄和性别的问题试卷，受试者

按个人情况进行选择、保存、并提交试卷。

试卷内容和评分标准在管理员后台系统可

以进行修正和添加。专家模型根据测试结果

进行比对评价，并给出相应的评估和改进方

案。整个系统构架合理，逻辑性强，符合生

活方式改进的一般规律，测试效率高、效果

突出。 

2.2 内容全面、受试者接受度高 

系统内容全面，包括一般人群衣食住

行中影响体质健康的主要因素，把学生家族

病史和先天性疾病作为调查的基础数据，虽

然没有先关的优劣评判，但对管理人员和研

究者对学生个体及群体体质健康与先天体

质健康显性和隐性因素的关联程度判断有

直接的影响。对学生作息和日常生活的调查

主要集中在是否长时间上网、久坐等当前影

响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要因素。膳食方面的调

查主要是营养是否平衡、用餐是否规律。对

学生运动习惯的调查是整个系统的重点，重

点关注学生参与运动项目、时间、次数、运

动量等方面。由于所调查的项目都是和受试

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容易引起受试

者的共鸣，受试者接受程度较高。 

2.3 数据整合利用率显著、智能程度高 

系统将生活方式调查、评估与体质健康

监测与训导数据进行整合，并根据测试数据

之间的关联给出受试者包括生活方式改进、

运动锻炼处方的智能化得体质健康促进整

体方案，数据整合利用率显著、智能程度高。

能够使受试者深刻认识生活方式对体质健

康的影响，自觉改进错误的生活方式和不良

习惯，养成平衡膳食营养、科学体育锻炼的

良好的生活方式，努力增强体质健康水平，

提高生活质量。 

2.4 知识性强、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系统既是对受试者的专项调查，同时也

是对其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的一次极好

的教育过程。系统将影响人类体质健康的生

活方式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和梳

理，并根据受试者的选择程度给予评分和等

级划分，使受试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与

否有了直观的了解，并在评价和建议中给予

科学评估和指导，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2.5普及化使用，专业化管理，利用率高 

系统面向全体学生及社会团体和个人，

只要进行注册和申请都可以使用，其测试数

据都可以长期进行保存，测试结果和评估报

告及改进建议采用表格式归类，可以作为附

件下载保存和在线打印，操作简单明了，受

众面广，便于普及化使用。系统由学校体育

部门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试卷问题可

以根据测试结果及研究成果进行修正和添

加，专家评估模型也可以根据要求进行后台

改进，系统构架由符合条件的院校或专业计

算机公司进行日常维护和远程支持，保证系

统的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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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的主要特点 

3.1观察视角独特、切入点准确 

运用网络调查的形式对青少年学生进

行生活方式调查，目的在于探究生活方式对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是全方位审视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新的探索，形式新

颖，符合青少年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特征。

随着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与普及，

通过网络学习形式，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一个重要渠道。系统

从生活方式对体质健康促进为切入点，形式

新颖，问题把握准确，观察视角独特。 

3.2 针对性强、拓展面广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除了适应在校各年龄段的学生，也包含了中

年人和老年人群，拓展面广。系统所选取的

生活方式诸因素皆为对人类体质健康影响

关联程度较高，并根据各年龄段对所涉及因

素的比重进行了细分，针对更加显著。 

3.3 技术路线先进，逻辑性强，便于推广 

生活方式调查与评价智能化管理系统

采用B/S系统架构，专家评估采用数据模型

方式，运用遗传算法，智能判断受试者生活

方式的变化，系统具有“训练”功能，可对

受试者生活方式进行长期干预和监测。健康

促进方案采用BI技术，提高评价与建议的关

联度，以及数据利用率和系统的智能性。系

统遵循“在线调查——智能评估——专家指

导”的实施路径，使测试者准确判断自身的

生活方式的优劣，符合现代体质健康促进理

论所倡导的科学发展理念，技术路线先进，

逻辑性强，科学实用，投资少，便于推广。 

4. 结论 

体质健康事关民族兴亡与人民生活幸

福，关乎生产力发展与国家安全，无数历史

已经证明生活方式正确与否是决定人类体

质健康真正的核心因素，生活方式调查与评

价智能化管理系统试图在当前国民体质健

康，特别是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

不利局面下，通过养成正确生活方式提高国

民体质健康水平，是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一

种新的探索，有条件的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

的实际需求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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