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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青春早期青少年食指(２Ｄ) ∶ 无名指(４Ｄ)指长比与青春发育、抑郁心理及攻击行为的关联ꎬ为探

讨生长发育对健康行为及心理的影响提供依据ꎮ 方法　 整群抽取上海市某九年一贯制学校 １０ ~ １４ 岁 １８２ 名青少年学生

参加平板计算机辅助自填问卷调查ꎬ了解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及抑郁心理、攻击行为状况ꎬ通过游标卡尺测量被调查者左右

手 ２Ｄ 和 ４Ｄ 指长ꎮ 结果　 青春早期青少年女生左右手的 ２Ｄ ∶ ４Ｄ 指长比均数均高于男生(左手:０.９８８ 与 ０.９７１ꎻ右手:
０.９９６与 ０.９８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１９ꎬ３.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性青少年变声的发生与左手 ２Ｄ ∶ ４Ｄ 低指长

的关联在 １０~ １２ 岁青少年中已然出现(Ｐ＝ ０.０３５)ꎮ 男生显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变声等青春发育特征的一组左右手指长比

均数均低于未显现特征组ꎬ且在 １３~ １４ 岁男性青少年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未检出指长比与抑郁心理及攻击行为有统计

学意义的关联ꎮ 结论　 低 ２Ｄ ∶ ４Ｄ 指长比与 １３~ １４ 岁男生青春期发育关联显著ꎮ 需进一步开展研究以探索其作为小年龄

青少年出生前性激素测量指示指标的可能性ꎬ建议对双手的 ２Ｄ、４Ｄ 指长均做测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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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长比即手指间长度的比值ꎬ目前研究较多的是

食指(２ｎｄ ｄｉｇｉｔꎬ２Ｄ)和无名指(４ｔｈ ｄｉｇｉｔꎬ４Ｄ)指长的比

值(２Ｄ ∶ ４Ｄ)ꎬ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低 ０.５ 个标准差ꎬ
可能是产前雄性激素活动和持久性男性化对脑和行

为作用的间接标志[１] ꎮ ２０００ 年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 指出指

长比研究可提供令人惊奇的信息ꎬ英美等白人社会的

相关研究表明ꎬ指长比与某些生理或疾病的易感性有

关ꎬ并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和行为科学中ꎬ如异性恋

女性比同性恋者左手和右手之间的 ２Ｄ ∶ ４Ｄ 有较大的

差异ꎬ男性则无差异[３] ꎻ孤独症儿童双手的 ２Ｄ ∶ ４Ｄ 高

于非孤独症儿童[４] ꎻ此外 ２Ｄ ∶ ４Ｄ 还与个体的攻击性、

８３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自信心、竞争能力、乳腺癌、艾滋病易感性及胚胎发育

不良等有关[５] ꎮ 我国在大学生中开展过指长比相关

研究ꎬ指出高攻击性的男生指长比与身体攻击、言语

攻击及愤怒存在相关[６] ꎮ 动物实验及人类学研究表

明ꎬ２Ｄ ∶ ４Ｄ 是产前雄性激素活动的标志ꎬ也是生物测

量的标志ꎬ受子宫内性激素影响ꎬ通常由 ＨＯＸ 基因决

定[７] ꎬ性别差异在儿童早期出现ꎬ不受青春期发育的

影响ꎮ 然而由于指长比存在性别、民族、种族和地域

的差异ꎬ亚洲人相较于欧洲人有较低的 ２Ｄ ∶ ４Ｄ 值[８] ꎬ
现有指长比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应用于亚洲的中小学

生尚需进一步验证ꎮ 本研究整群抽取了上海某九年

一贯制学校 １０ ~ １４ 岁学生进行小样本的试验ꎬ以小规

模验证指长比在青春早期的青少年中是否存在较为

稳定的性别差异ꎬ并进一步探索指长比与青少年心理

健康、攻击行为的关联性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上海市某九年一贯制学校六 ~
八年级在校学生ꎬ年龄范围为 １０ ~ １４ 岁ꎬ通过学校老

师征得家长及学生的知情同意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分

批次进行平板计算机电子问卷测试及左右手指长测

量ꎬ获取有效问卷 １８２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１.０％ꎮ 其中

女生 ９４ 名(５１.６５％)ꎬ男生 ８８ 名(４８.３５％)ꎻ平均年龄

为(１２.３±１.４)岁ꎮ
１.２　 测量工具

１.２.１　 指长的测量　 采用直接测量法ꎬ使用电子读数

的游标卡尺(精确度为 ０.０１ ｍｍ)对学生的左右手食指

(２Ｄ)和无名指(４Ｄ)进行指长测量ꎬ测量的距离为从

手指近心端褶皱中点到手指指尖ꎮ 测量人员在调查

开始前经过多次练习ꎬ并从头至尾由固定人员完成ꎮ

过程中由 １ 人测量ꎬ１ 人负责读数和记录ꎬ２ 人互相校

验以确保数据的准确记录ꎮ 排除手指畸形者ꎮ
１.２.２　 青春期发育情况的测量 　 采用平板计算机辅

助的自填问卷自我报告的方式ꎬ根据青少年填写的性

别及内容做相应逻辑跳转ꎮ 询问女孩 “你开始来月经

了吗”ꎬ询问男孩“你的阴茎或睾丸跟小时候相比开始

变大了吗”“你说话的声音变低沉了吗”以及“你长胡

须了吗”ꎮ
１.２.３　 健康心理及攻击行为的测量 　 抑郁量表改编

自国际通用量表 ＰＨＱ－９(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９ ｉｔｅｍｓ) [９] ꎬ含 ６ 条对自身状况的描述ꎬ如“我很不高

兴以至于难以入睡”ꎬ每条选项包括非常同意、有点同

意、中立、有点不同意、非常不同意ꎮ 将反向条目调整

方向后ꎬ对各条回答为非常同意或有点同意的记为 １
分ꎬ中立、有点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记为 ０ 分ꎬ最高 ６
分ꎮ 以得分 ３ 分为分界点ꎬ<３ 分的为抑郁得分低ꎬ≥３
分的为抑郁得分高ꎬ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ꎮ
攻击行为通过自报“你有没有打过男孩或女孩耳光ꎬ
打他们或以他们不想要的方式碰他 / 她们”ꎬ有过记为

１ꎬ没有记为 ０ꎮ 不知道或拒绝回答做缺失处理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ꎬ定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男女青少年指长比比较　 由表 １ 可见ꎬ１０ ~ １２ 岁

组、１３ ~ １４ 岁组与 １０ ~ １４ 岁组女生左右手的指长比均

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１０ ~ １２ 岁 ｔ 值分别为

２.３７ꎬ２.４０ꎻ１３ ~ １４ 岁 ｔ 值分别为 ２.５９ꎬ２.８１ꎻ１０ ~ １４ 岁 ｔ
值分别为 ３.１９ꎬ３.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组男女青少年左右手指长比较(ｘ±ｓꎬｍｍ)

年龄 / 岁 性别 人数
左手

食指(２Ｄ) 无名指(４Ｄ) ２Ｄ ∶ ４Ｄ
右手

食指(２Ｄ) 无名指(４Ｄ) ２Ｄ ∶ ４Ｄ
１０ ~ １２ 女 ４８ ６２.１７±３.６６ ６２.４０±３.８３ ０.９９７±０.０４１ ６２.７０±３.３５ ６２.４７±３.５３ １.００４±０.０３３

男 ４９ ６１.５１±４.１９ ６２.８３±４.７８ ０.９８０±０.０３０ ６１.６７±３.９７ ６２.５２±４.６９ ０.９８８±０.０３６
１３ ~ １４ 女 ４６ ６５.５３±３.６８ ６７.０８±３.６９ ０.９７７±０.０３１ ６５.６９±３.６０ ６６.５１±３.５１ ０.９８８±０.０２５

男 ３９ ６７.４５±３.６８ ７０.４２±４.８３ ０.９５９±０.０３２ ６８.０１±４.３２ ７０.０４±４.８１ ０.９７２±０.０２７
合计 女 ９４ ６３.８１±４.０２ ６４.６９±４.４２ ０.９８８±０.０３７ ６４.１６±３.７７ ６４.４５±４.０５ ０.９９６±０.０３０

男 ８８ ６４.１５±４.９４ ６６.１９±６.１０ ０.９７１±０.０３３ ６４.４８±５.１８ ６５.８５±６.０２ ０.９８１±０.０３３

２.２　 指长比与青春期发育状态的关系　 男生低左右

手指长比与自报阴茎或睾丸发育、变声、低左手指长

比与开始长胡须存在关联(Ｐ 值均<０.０５)ꎮ 进行年龄

分组之后ꎬ左右手低指长比与是否开始长胡须的关联

无统计学意义ꎮ 男生变声的发生与左手 ２Ｄ ∶ ４Ｄ 低指

长的关联在 １０ ~ １２ 岁青少年中已然出现(Ｐ ＝ ０.０３５)ꎮ
自报是否阴茎或睾丸发育、变声与左右手低指长比的

关联在 １３ ~ １４ 岁青少年中依然存在ꎮ 未检出女生月

经发育与指长比的关联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男女指长比与抑郁症状和攻击行为的关系　 学

生抑郁量表得分为(１.８８±１.６３)分ꎬ其中男生为(１.６６±
１.５４)分ꎬ女生为(２.０９±１.６８)分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７２６ꎬＰ＝ ０.０８６)ꎮ 比较男女生左右手指长比与抑郁

心理的关联发现ꎬ左手指长比高可能与抑郁得分高存

在一定程度的关联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６３)ꎮ
女生攻击行为发生比例为 ３.５％ꎬ男生为 ８.５％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９１１ꎬＰ ＝ ０.１６９)ꎮ 男生左右手较高

的指长比与攻击行为存在关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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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男女生不同青春期发育状态的指长比比较(ｘ±ｓ)

性别 青春发育状态 人数 统计值
左手 ２Ｄ ∶ ４Ｄ

１０~ １２ 岁 １３~ １４ 岁 合计

右手 ２Ｄ ∶ ４Ｄ
１０~ １２ 岁 １３~ １４ 岁 合计

女 月经开始 是 ６１ ０.９９６±０.０２９ ０.９７８±０.０２９ ０.９８５±０.０３０ １.００７±０.０２６ ０.９８９±０.０２３ １.００１±０.０４０
否 ２３ ０.９９５±０.０２９ １.００３±０.０５７ ０.９９６±０.０３２ １.００１±０.０４１ １.００２±０.０４１ ０.９９６±０.０２６

ｔ 值 －０.０１９ １.３３２ １.４８３ －０.６２２ ０.８９１ ０.６７０
Ｐ 值 ０.９８５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２ ０.５３７ ０.３７９ ０.５０５

男 阴茎或睾丸发育 是 ３５ ０.９８４±０.０２８ ０.９５１±０.０２６ ０.９６２±０.０３０ ０.９９２±０.０２５ ０.９６３±０.０２３ ０.９７３±０.０２７
否 ２１ ０.９９２±０.０２８ ０.９８４±０.０２８ ０.９９１±０.０２８ ０.９９５±０.０４４ ０.９９４±０.０２９ ０.９９５±０.０４１

ｔ 值 ０.８２６ ２.５５５ ３.５７３ ０.１８０ ２.６５５ ２.１７３
Ｐ 值 ０.４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８５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８

变声 是 ４９ ０.９７０±０.０３８ ０.９５２±０.０３１ ０.９５９±０.０３４ ０.９８０±０.０３４ ０.９６４±０.０２２ ０.９６９±０.０２７
否 １８ ０.９９５±０.０２２ ０.９８７±０.０３０ ０.９９３±０.０２３ １.００２±０.０３７ １.００９±０.０２５ １.００３±０.０３４

ｔ 值 ２.２１３ ２.１０１ ４.６７４ １.７６３ ３.５５０ ３.８３５
Ｐ 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

长胡须 是 ２１ ０.９７６±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０.０２６ ０.９５５±０.０２７ ０.９７９±０.０３４ ０.９６４±０.０１９ ０.９６８±０.０２３
否 ５８ ０.９８２±０.０３１ ０.９６１±０.０３７ ０.９７５±０.０３４ ０.９９０±０.０３６ ０.９７１±０.０３２ ０.９８４±０.０３６

ｔ 值 ０.４６３ １.１４４ ２.７２２ ０.６５４ ０.７０９ １.９１９
Ｐ 值 ０.６４６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９ ０.５１７ ０.４８３ ０.０５９

　 注:调查项目有缺失值ꎮ

表 ３　 不同抑郁症状攻击行为男女生左右手指长比比较(ｘ±ｓ)

项目 统计值
女生

人数 左手指长比 右手指长比

男生

人数 左手指长比 右手指长比

合计

人数 左手指长比 右手指长比
抑郁得分 高 ２８ ０.９８７±０.０４１ ０.９９８±０.０２７ １８ ０.９７９±０.０３３ ０.９９１±０.０３３ ４６ ０.９８８±０.０３４ ０.９９５±０.０２９

低 ５７ ０.９９４±０.０３４ ０.９９６±０.０３２ ６１ ０.９６６±０.０３３ ０.９７６±０.０３４ １１８ ０.９７６±０.０３８ ０.９８５±０.０３３
ｔ 值 －０.８０３ －０.３０９ －１.４７９ －１.７１０ －１.８７６ －１.７１５
Ｐ 值 ０.４２３ ０.７５８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８

攻击行为 有 ３ ０.９８６±０.０７５ ０.９９８±０.０５７ ７ １.０００±０.０３７ １.００５±０.０３０ １０ ０.９９６±０.０４７ １.００３±０.０３７
无 ８３ ０.９８７±０.０３５ ０.９９５±０.０３０ ７５ ０.９６７±０.０３２ ０.９７７±０.０３２ １５８ ０.９７８±０.０３５ ０.９８７±０.０３２

ｔ 值 ０.０６７ －０.１７３ －２.３２７ －２.３２３ －１.５６４ －１.５６５
Ｐ 值 ０.９５０ ０.８６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注:调查项目有缺失值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１０ ~ １４ 岁组存在着稳定的性别差

异ꎬ低 ２Ｄ ∶ ４Ｄ 指长比比值与男性发育有密切关系ꎬ与
Ｍａｎｎｉｎｇ 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本研究中自报阴茎

或睾丸增大、变声或长胡须等青春发育指征的男生指

长比均数均低于未出现同类特征者ꎬ在 １３ ~ １４ 岁男青

少年中前 ２ 项发育指标开始与否的指长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ꎬ该结论可能是基于遗传学因素的形态反映ꎻ
个体手指脚趾及泌尿生殖系统(含性腺)的分化与同

源异型盒基因(Ｈｏｍｅｏｂｏｘ 基因)相关[１１] ꎬ而 ＨＯＸ 基因

是一个高度保守的转录因子家族[１２] ꎬ在遗传中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ꎮ 提示指长比可作为发育阶段低年龄青

少年遗传性激素测量的指示指标ꎬ尤其是作为睾酮水

平测量指标的可能性ꎮ
国外研究指出ꎬ抑郁与男性呈女性化的右手指长

比存在相关(高指长比的男性抑郁量表得分也高)ꎬ但
在女性中未发现此相关[１３] ꎮ 尽管本研究男生呈现高

指长比(低睾酮水平)抑郁得分相对有较高的趋势ꎬ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本研究的女生未检出抑郁得分

与指长比的关联ꎬ有文献指出女性中无论高还是低睾

酮水平均与抑郁得分有关[１４] ꎮ 今后可开展进一步研

究ꎬ探索指长比和抑郁的关联方向和关联强度ꎮ
研究发现男生中左手较高的指长比(低睾酮)与

发起攻击行为存在介于临界值的关联ꎮ 有多项研究

表明ꎬ循环激素(含睾酮)在攻击行为及刺激寻求的表

达中起积极作用ꎬ不过普遍结果均指向高睾酮与攻击

行为发生的关联[１５] ꎮ 本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ꎬ可能是

问卷筛选出具有攻击行为的青少年相对较少(１０ 例)ꎬ
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机遇ꎮ 此外ꎬ人
类的攻击行为复杂多样ꎬ既有被动、防御性的ꎬ也有主

动、冒犯性的ꎬ考虑到社会普遍对男性呈现女性化的

负面态度ꎬ低睾酮男生可能更多地会进行被动防御性

攻击ꎬ同时也不能排除该类型男生基于社会期望更倾

向于自报体现男性气质的攻击行为的可能性ꎮ 相关

研究需进一步开展以获得可靠证据ꎮ
欧美的研究结果显示右手指长比差异及其与各

项结局指标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１０ꎬ１３ꎬ１５] ꎬ与 Ｍａｎｎｉｎｇ
等[１０]针对欧美人群的研究结果不同ꎮ 本研究结果显

示ꎬ左手指长比与男性发育、心理状态和攻击行为的

关联相对明显ꎮ 一项以 １５ ~ ５８ 岁的中国男性为研究

对象的指长比研究同样显示ꎬ男性的性身份认同、性
吸引和性行为与左手指长比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１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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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ｎｉｎｇ 的另一项多族群比较的研究显示ꎬ英格兰及

南非男性的右手 ２Ｄ ∶ ４Ｄ 与家庭人数有关ꎬ而在亚洲

男性中则未检出差异[１７] ꎮ 以上 ２ 项研究与本研究结

果互相印证ꎬ进一步证明了指长比存在民族和 / 或种

族差异ꎬ针对欧美裔人群的相应研究结论在应用于亚

洲汉族人群时需要进行验证并审慎对待ꎮ
青少年的健康心理和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其

中较为重要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社会规范的影响[１８] ꎮ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ꎬ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学习既定的社

会规范并通过个体行为改变影响新的社会规范的形

成ꎬ新的社会规范继而再影响其作用下个体的健康和

行为ꎬ如此循环往复[１９] ꎮ 社会化作用的研究经常被诟

病缺乏个体遗传生物学因素的深层考量ꎬ动物学和人

类学研究认为人的各类行为和心理尤其是性相关心

理行为与个体的激素水平相关ꎬ同时更多地还受到人

社会化过程中的因素如性别规范的影响[２０] ꎮ 有鉴于

２Ｄ ∶ ４Ｄ 指长比可以作为一个反应产前激素水平的代

理工具ꎬ且通常社会化过程不会对这一指标产生混

杂ꎬ今后在青少年健康心理和行为的相关研究中ꎬ可
以通过测量指长比控制个体遗传激素水平的影响因

素ꎬ更准确的反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因素对青少年健康

行为及健康心理的影响ꎮ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首先ꎬ样本量较小导致分

组分析时组内例数过少ꎬ从而使得检验效能降低ꎮ 其

次ꎬ本研究在做指长比与心理、行为指标的关联分析

时未对年龄进行控制ꎬ除样本量及检验效能因素的考

虑之外ꎬ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以往文献ꎬ笔者认为

指长比作为产前激素的稳定性外显表现ꎬ是相对独立

于年龄因素的ꎬ即对于某特定个人而言ꎬ指长比在不

同年龄及是否青春发育期是相对稳定的ꎬ故不加以控

制可能更为合适ꎮ 今后可通过开展大规模纵向研究

对该假设加以检验ꎮ 尽管存在以上可能的缺点ꎬ本研

究的结果指明了亚洲汉族人群指长比的性别差异与

欧美人群不尽相同ꎬ此外还为指长比相关研究补充了

１０ ~ １４ 岁青少年人群的数据ꎮ 即便效应不大ꎬ指长比

仍不失为反映青春早期青少年人群中性激素水平的

简便易测的生物学标记ꎬ将为今后在青少年尤其是在

小年龄青少年中开展健康心理和行为研究提供方便

的控制生物学影响因素的工具指标ꎮ 建议今后扩大

样本量进一步开展研究以论证其可行性ꎬ同时由于与

欧美族群的差异ꎬ建议在国内汉族人群中开展相关研

究时进行双手指长的测量ꎮ

志谢　 感谢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在课题开展时给予的支持ꎮ
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为本研

究中平板电脑辅助自填问卷调查( ＣＡＳＩ)提供的部分资金和技

术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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