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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指长比体质量指数和月经状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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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福建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指长比(２Ｄ:４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月经初潮年龄( ａｇｅ ａｔ ｍｅｎａｒ￣
ｃｈｅꎬＡＡＭ)和月经状况的关系ꎬ为进行早期干预ꎬ保障青春期的正常发育提供基础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
抽取福建闽南地区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９１８ 名汉族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ꎬ以体质测量法采集指长比(２Ｄ:４Ｄ)、ＢＭＩ、ＡＡＭ 和

月经状况的数据并进行分析ꎮ 结果　 福建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左侧 ２Ｄ:４Ｄ 与体重、ＢＭＩ、ＡＡＭ 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ꎬ０.１０ꎬ０.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月经状况异常组左侧 ２Ｄ:４Ｄ(０.９６±０.０３)低于月经状况正常组(０.９７±０.０３)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ｔ＝ ３.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福建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左侧 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ＡＡＭ 和月经状况异常有一定的相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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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长比即手指间长度的比值ꎬ其中以食指指长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ｎｇ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ꎬ２Ｄ) 和环指指长 ( ｆｏｕｒｔｈ ｆｉｎｇ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ꎬ４Ｄ)的比值(２Ｄ:４Ｄ)最为常用ꎮ 各指(趾)长度

之比形成由 ＨＯＸ 基因决定[１] ꎬ胚胎发育过程中受母体

激素水平的影响ꎬ在胚胎发育约第 １３ 周确定形成ꎬ且
形成之后终生不变ꎬ指长比(２Ｄ:４Ｄ)可以作为产前性

激素水平的宏观生物学指标[２] 已经得到研究证实ꎬ是
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体质特征ꎮ

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是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作为评价人群超重及肥胖水平和变化趋势的

首选指标ꎬ也可以用于衡量人体体内脂肪的分布状

况[３] ꎮ 月经初潮是女性青春期开始的重要标志ꎬ女孩

月经初潮年龄( ａｇｅ ａｔ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ꎬＡＡＭ)的提前或延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生长发育的长期趋势ꎬ也是

评价人群营养、卫生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４] ꎮ
目前研究报道显示ꎬ产前性激素水平对女性月经

初潮年龄和成人脂肪的分布有影响[５－６] ꎬ因此作为产

前性激素可测量的宏观生物学指标ꎬ指长比(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ＡＡＭ 是否具有相关性ꎬ目前报道还存在很大

争议[６－９] ꎮ 本研究拟以福建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为

对象ꎬ分析 ２Ｄ:４Ｄ、ＢＭＩ、ＡＡＭ 和月经状况(月经周期

和月经期)是否存在关联ꎬ为进行早期干预ꎬ保障青春

期的正常发育提供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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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从漳州卫

生职业学院 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８ 级在校生中依据年级将班级编

号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ꎬ抽取在读女性大

学生 ９１８ 名ꎬ研究对象 ３ 代以内必须为福建闽南地区

(漳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汉族ꎬ无重大身心疾病ꎬ无
运动障碍ꎬ母亲在妊娠期间未服用任何激素类药物ꎮ
年龄 １７ ~ ２０ 岁ꎬ平均(１９.９２±０.９６)岁ꎮ 本研究获得漳

州卫生职业学院伦理主管部门批准ꎬ所有学生均知情

同意ꎮ
１.２　 方法 　 参考邵象清[１０] 编著的人体测量手册ꎬ采
用间接测量的方法采集研究对象的手指指长数据ꎮ
使用数码相机获取研究对象的左右手正面照片ꎬ将采

集的样本去除有损伤畸形的手指后存入电脑ꎬ用图像

分析软件对每个手指的测量点进行标记后ꎬ将照片彩

色打印ꎬ用电子数显卡尺(中国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

限公司 ０ ~ １５０ ｍｍꎬ精确度 ０.０１ ｍｍ)测量手指基部近

心端褶皱中点到指尖正中点之间的直线距离ꎮ
采用身高体重测量仪测量身高、体重ꎬ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ｍ)] ２ [１１] ꎮ 同时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回

顾性调查ꎬ调查内容包括出生地、出生年月、月经初潮

年龄、初潮月份、月经状况(包括月经周期异常和月经

期异常)等ꎮ 月经初潮年龄的计算方法和月经状况异

常( 包括月经周期异常和月经期异常) 诊断标

准[１２－１３] :将研究对象的初潮时间减去出生日期ꎬ保留

１ 位小数ꎻ每次月经周期< ２１ 或> ３５ ｄꎬ月经期< ２ 或

>８ ｄ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每个样本均由 ２ 位测量人员测量ꎬ并
且测量前对 ２ 位人员进行统一培训ꎬ每个测量人员对

同一研究对象测量 ２ 次ꎮ 要求同一测量人员对同一研

究对象的 ２ 次及 ２ 位测量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 ０.９４
以上ꎬ测量后的数据记录后采用双人重复录入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建立数据

库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ꎬ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采用两独立

样本 ｔ 检验进行分析ꎻ指长比(２Ｄ ∶ ４Ｄ)与 ＢＭＩ、ＡＡＭ
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汉族青年女性 ２Ｄ:４Ｄ、ＢＭＩ 和 ＡＡＭ　 全部调查

对象已有月经初潮ꎬ初潮发生率为 １００％ꎮ 体重(５０.２４
±７.３７) ｋｇꎬ身高(１５９.１１±４.９３) ｃｍꎬＢＭＩ(１９.８２±２.６３)
ｋｇ / ｍ２ꎬＡＡＭ(１３.４５±１.２３)岁ꎬ月经周期(２９.７３±１.２３)
ｄꎬ月经期(５.２４±１.２６) ｄꎬ左 ２Ｄ ∶ ４Ｄ(０.９７±０.０３)ꎬ右
２Ｄ ∶ ４Ｄ(０.９８±０.２９)ꎮ
２.２　 青年女性 ２Ｄ:４Ｄ 与体重、身高、ＢＭＩ、ＡＡＭ 和月

经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福建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

左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与体重、ＢＭＩ、ＡＡＭ 呈正相关关

系(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ꎬ０.１０ꎬ０.１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与身

高、月经周期、月经期均无相关关系ꎻ右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与所有指标不存在相关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月经状况正常组与异常组的 ２Ｄ ∶ ４Ｄ、ＢＭＩ 均值

比较　 经检验ꎬ各指标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ꎮ 月经状

况异常组左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 低于月经状况正常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月经状况正常组与异常组

青年女性 ２Ｄ ∶ ４Ｄ、ＢＭＩ 均值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左 ２Ｄ:４Ｄ 右 ２Ｄ:４Ｄ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月经正常 ７８６ ０.９７±０.０３ ０.９８±０.３１ １９.８１±２.５７
月经异常 １３２ ０.９６±０.０３ ０.９７±０.０３ １９.９０±３.０１
ｔ 值 ３.４５ ０.６４ －０.３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７３

２.４　 ＢＭＩ 与 ＡＡＭ、月经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ＢＭＩ 与

月经周期和月经期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５ꎬ－０.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指长比在胚胎发育早期就已在母体内确定ꎬＨＯＸ
基因决定其形成与分化[１] ꎬ但 ＨＯＸ 基因的表达受雌激

素的调节[１４] ꎬ在妊娠第 ８ 周指长比开始受到雌激素和

雄激素的影响ꎮ 国外学者通过动物实验观察到小鼠

２Ｄ:４Ｄ 取决于胚胎期趾长发育过程中雄激素与雌激

素的比值ꎬ高雄激素或低雌激素水平会导致低的 ２Ｄ:
４Ｄ[１５] ꎮ 也有研究报道显示ꎬ人类右手 ２Ｄ:４Ｄ 与羊水

中睾酮 / 雌二醇之比呈负相关ꎬ羊水中睾酮 / 雌二醇之

比较高的胎儿 ２ 岁时其 ２Ｄ:４Ｄ 比值较低[１６] ꎮ 指长比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不再发生变化ꎬ因此许多学者通过

对指长比(２Ｄ:４Ｄ) 的研究推测胚胎发育过程中母体

的性激素水平情况ꎮ
产前性激素水平影响 ２Ｄ:４Ｄ 的形成ꎬ且可能与男

性和女性体形及体内物质的分布有关[５] ꎬ但目前指长

比(２Ｄ ∶ ４Ｄ)与 ＢＭＩ 是否有相关性ꎬ国内外研究结果

并不一致ꎮ Ｆｉｎｋ 等[７] 对正常男性和女性指长比与

ＢＭＩ 的研究发现ꎬ正常男性的左手 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 呈正

相关ꎬ女性则无此相关性ꎮ Ｍｕｌｌｅｒ 等[１７] 对 ８ ８４０ 名男

性和 ６ ０７６ 名女性的指长比和 ＢＭＩ 进行研究ꎬ未观察

到相关性ꎮ 我国学者对宁夏汉族大学生进行研究发

现ꎬ男性左手 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ꎬ右手无相关性ꎻ
女性双手 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 均无相关性[３] ꎮ 本研究结果

显示ꎬ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左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
和 ＢＭＩ 存在正相关ꎬ推测 ＢＭＩ 受性别、民族、生活习

惯、年龄、地区饮食规律影响较大[１８] ꎬ因此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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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别人群的 ２Ｄ:４Ｄ 与 ＢＭＩ 的相关性结果并不一

致ꎮ 指长比(２Ｄ:４Ｄ)与 ＡＡＭ 的关系ꎬ国内外报道结

果并不一致ꎮ Ｍｅｄｌａｎｄ 等[９] 研究认为ꎬ２Ｄ:４Ｄ 高指长

比与月经初潮延迟相关ꎮ Ｍａｎｎｉｎｇ 等[６] 研究 １９ 个国

家的样本认为ꎬ右 ２Ｄ:４Ｄ 与月经初潮呈负相关ꎮ 本课

题组前期的研究提示闽南汉族女性左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与月经初潮年龄存在正相关[１９] ꎬ本次研究增加样

本量后ꎬ研究结果与之前一致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肥胖的青年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

低于体重正常女性[２０－２１] ꎮ 月经初潮是女性青春期开

始的标志ꎬ雌激素水平是决定女性月经初潮的重要因

素ꎬ女性体内雌激素达一定水平才能使子宫和卵巢成

熟ꎬ从而导致月经初潮[１２－１３] ꎮ 根据研究结果推测ꎬ闽
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左侧指长比(２Ｄ:４Ｄ) 较高是受

胚胎发育过程母体内较高雌激素(低雄激素)的宫内

环境影响的结果ꎬ但肥胖女性和月经初潮年龄的延迟

都提示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较低ꎬ是否因产前母体宫

内的高雌激素(低雄激素)水平对子代具有反馈性抑

制作用而导致高指长比(２Ｄ:４Ｄ) 女性体内雌激素水

平较低ꎬ有待收集更多资料进一步研究ꎮ
为进一步研究指长比(２Ｄ ∶ ４Ｄ)、ＢＭＩ 与女性月

经的关系ꎬ根据月经周期和月经期的天数将研究对象

分为月经状况正常组和月经状况异常组ꎬ结果提示ꎬ
月经状况异常组左侧指长比(２Ｄ ∶ ４Ｄ)明显低于月经

状况正常组ꎮ 因此ꎬ低指长比的青年女性进入青春期

后更容易发生月经周期和月经期异常ꎮ 月经状况异

常组与月经状况正常组 ＢＭ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ＢＭＩ
与月经周期和月经期也不存在相关关系ꎬ提示肥胖水

平并不会对女性的月经状况造成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闽南地区汉族青年女性左侧指

长比(２Ｄ:４Ｄ) 可能是女性肥胖、月经初潮年龄延迟、
月经状况(月经周期和月经期)异常的早期预测指标

之一ꎬ为早期采取干预措施ꎬ注重体质健康监测ꎬ饮食

指导ꎬ保障青春期的正常发育打下基础ꎮ 此次本课题

组研究的几项参数均受遗传和环境等多因素共同影

响ꎬ其中遗传因素的影响机制较为明确[２２] ꎬ营养状态、
生活方式、 社会经济学等影响因素的作用仍有争

议[２３] ꎮ 此次研究未收集该部分影响因素资料进行分

析ꎬ有待将来进一步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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