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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民健身服务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为我国健康产业创造一种服务模式，阐述局

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创建的意义；分析平台创建的快捷性、互动性、独特性和差异化服务等特点；

确定平台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从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网站、平台健康管理系统和系统平台综

合数据库等方面进行创建，按照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运营模式进行；针对用户不同的反馈，

合理地调节各版块子系统的内容，并提出实践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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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provide a new idea and approach for national fitness service, and to create a service mode for 

the fitness industry in China, expatiated on the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 local fitness network system platform, 

analyzed such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establishment as quick, interactive, unique and differentiated service, de-

termined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re contents of the platform, established the platform in such aspects as local 

fitness network platform website, platform fitness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platform data-

base, run the platform according to such two running modes as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ration-

ally adjusted the contents of various modular subsystems based on different user feedbacks, and put forward re-

quirements for platform running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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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活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活质量，是人民群众 关心、 直接、 现实的利益问

题之一。为了更加方便地管理和利用全民体质监测的研

究成果，促进体质检测的研究结果向实际应用转化，建

立一个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十分必要[1]。局域健身网

络系统平台，能充分发挥各体质监测点的服务网络化

作用，提供用户相关的健身资料，使个体方便、简洁

地了解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拉动健康管理消费，

满足用户对健身的需求。同时对纵向跟踪研究以及个

人对自己体质状况的了解等带来很大方便[2]。该平台不

仅为健康产业带来一种新的趋势，即多学科的结合，

将科研成果应用推广到社会中，也能在健康产业中树

立体育的地位，创造一种新的服务模式。 

 

1  健身网络平台系统的特点 
1)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快捷性。健身网络系

统平台利用互联网庞大的资源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取代

线下健康管理模式。它可使体质监测和线下活动以外

的所有活动通过互联网操作得以实现，这将改变以往

面对面指导形式，将使健身管理更加快捷、科学方便。 

2)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互动性。健康专家将

会在 短时间内对用户的健康和运动状况进行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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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指导意见。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

网，用户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反馈自身的健康和运动信

息，实现使用者与运动健康专家的互动。 

3)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独特性。该网络平台

具有开发性和可扩充性两大功能，便于设备升级、维

修管理和内容更新。 

4)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差异化服务。相比于医

疗服务，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服务体系更加容易被

广大用户认可和接受，因为医疗服务主要侧重于对个

体异常指标的干预，是一种被动的服务，而局域健身

网络系统平台的服务体系是一种通过体育手段使个体

从心理、营养、运动、行为到疾病预防 5 方面机能都

能够得到提升的主动服务。 

 

2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创建 

2.1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 

1)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版块设计。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由体育健康网络管理、体

育文化信息、户外运动信息咨询、互动社区、电子商

务、体育远程培训 6 大版块组成。 

2)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核心内容设计。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核心内容是体育健康网络

管理服务。该服务由健康咨询服务、体质数据获取服

务、身体健康状态评估服务、健康干预方案、健康促

进服务、健康保健教育、团体服务 7 个子版块组成。

在这些版块中，运用体质监测设备对用户进行体质检

测服务，将采集到的体质监测数据上传到网络服务平

台，系统自动生成用户体质健康电子档案；健康状态评

估阶段由体育和健康管理专家组成的服务团队对电子

档案和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对用户出具个性化运动处

方；健康干预阶段由资深专家为会员制订以运动为中

心，结合营养、心理等方面的健康促进方案、年度健康

改善分析报告；健康促进服务阶段运用私人健康顾问、

健康短信提示、动态健康指标反馈分析、健康预警、营

养方案、在线互动咨询、健康联络服务等沟通手段与

会员保持互动(见图 1)。把锻炼的过程和效果始终置于

科学的监管下，使用户能明显地感受到科学锻炼给自

我体能发展和保持健康带来的实际进步，从而坚定锻

炼的信心，并 终养成自觉锻炼的意识和习惯[3]。 

2.2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创建 

1)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网站的创建。 

本平台采用 java 开发环境，平台采用当前流行的

MVC 框架 Struts3.0。在数据库处理上，采用 Ibatis 技

术进行数据持久化工作，使数据库和面向对象的编程

语言可以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同时，通过数据缓存处

理技术，实现数据快速响应，确保在恶劣的网络环境

中实现大规模数据的快速传输。 
 

 
 

图 1  体育健康网络服务系统具体流程图 

 

2)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健康管理系统的创建。 

健身网络平台健康管理系统采用 先进的 B/S/S

结构操作系统，Linux/Windows 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开发工具，JDK1.5.0、Eclipse3.3 编程语言，JSP 中

间件(Tomcat)等一系列的开发工具。健身网络平台健康管

理系统的开发，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使其得以完善。一般来说，它的开发过程分 4 个

大阶段：系统调查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

运行维护(见图 2)。 

 

  
图 2  体育健康网络服务系统开发过程 

 

3)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综合数据库的创建。 

综合数据库又称全局数据库或总数据库，它用于

存储领域问题或问题的初始数据和推理过程中得到的

中间数据(信息)，即被处理对象的一些当前事实[4]。局

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综合数据库主要用来存放健身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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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家的专门知识、采用规则和控制策略的程序，使

整个健身网络平台系统能够以逻辑方式协调地工作。

并能够根据知识进行推理和导出结论，而不是简单地

搜索现成的答案。它包括推理方法和控制策略两部分。 

综合数据库能够使系统与用户进行对话，使用户

能够输入必要的数据、提出问题、了解推理过程及推

理结果等[3]。系统则通过人机接口，要求用户回答提问，

并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 

 

3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运作模式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服务项目串成线便形成了

网站的运作模式。与大自然的生态循环一样，网站系

统平台的运营也分为内外两个循环(见图 3)。 

 
 

图 3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运作模式 
 

3.1  外循环 

外循环以动为主，居民在体质监测站进行体质检

测，把测试结果输入网络平台体质信息数据库。用户在

全民健身网络平台上输入自己的信息，进入自己的体质

信息系统，该系统针对用户的体质测试数据反馈出评价

信息，运动处方数据库针对这些评价信息再反馈出相应

的运动处方，这些信息经计算机终端输出打印报告，用

户通过报告了解自我体质信息，运用相关的运动处方进

行科学合理的锻炼[5]。网络平台通过短信、在线互动等

跟踪服务不断反馈体质信息，完善锻炼计划。在私人健

身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锻炼，并跟踪检测。 

3.2  内循环 

网络系统平台运营的内循环以静为主，主要是综

合运动场馆的开放，吸纳周边地区的运动健身人群。

消费者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乒乓

球、羽毛球、瑜伽、健美操等，如果没有器材可以在

馆内进行租赁，同时也可进行体质检测或者其它服务，

拉动体育消费。 

两个循环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动态形式和以静

态形式存在的，只有在二者的相互配合下，局域健身

网络系统平台才能更好的运行。 

 

4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实践的要求 
1)应充分考虑用户、运动专家、系统平台之间的

信息推送和互动。 

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的内容与结构设计，应充

分考虑用户、运动专家、健康专家、系统平台之间的

信息推送和互动，在 7 大版块之下分别建立各自的子

系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为用户提供多渠道的体

育信息源。同时，依托综合的系统平台，形成多渠道

的互动交流。 

2)应针对用户不同的反馈回路合理地调节各版块

子系统的内容。 

局域健身网络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构成

它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形成多个

反馈回路。局域健身网络系统平台对用户身体素质形

成与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综合的、长期的，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对于不同身体素质的用户，

应根据各种反馈回路不同的反馈结果，合理地选用和

调整各模块及其子系统的内容[7]。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

已经成为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手段。局域健身网

络系统平台的创建可实现国民体质监测数据的综合管

理和资源共享，并能充分发挥体质监测科研成果对全

民健身的科学指导作用[8]。用户还能在网上拥有自己的

活动空间，可查看自己的体质状况及运动计划，预约

服务等等，并能随时与其它用户交流与互动。在提供

以上的在线服务同时，还能够为用户提供线下健康教

育、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的培训和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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