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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不同家庭因素与儿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关系ꎬ为进一步开展儿童青春期发育研究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ꎬ对重庆市九龙坡区 １ ２３７ 名儿童进行为期 ５ 年的前瞻性队列随访ꎬ采用 Ｃｏｘ 回归分析家庭因素与儿

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关系ꎮ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基线年龄和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是男女童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影响

因素(Ｐ 值均<０.０１)ꎻ顺产相较于剖宫产的女童更早观察到乳房发育(ＨＲ＝ １.２７ꎬ９５％ＣＩ＝ １.０４~ １.５４)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

是女童月经初潮(ＨＲ＝ ０.８１ꎬ９５％ＣＩ＝ ０.６６~ ０.９９)、阴毛发育(ＨＲ＝ ０.８０ꎬ９５％ＣＩ＝ ０.６５~ ０.９７)和男童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睾丸

发育 ＨＲ＝ ０.６９ꎬ９５％ＣＩ＝ ０.５８~ ０.８３ꎻ首次遗精 ＨＲ＝ ０.６２ꎬ９５％ＣＩ＝ ０.４９~ ０.７８ꎻ外生殖器发育 ＨＲ＝ ０.７０ꎬ９５％ＣＩ＝ ０.５６~ ０.８７ꎻ阴
毛发育 ＨＲ＝ ０.６６ꎬ９５％ＣＩ＝ ０.５４~ ０.８０)的保护因素ꎻ留守男童更晚观察到睾丸发育(ＨＲ ＝ ０.７４ꎬ９５％ＣＩ ＝ ０.５７ ~ ０.９６)、首次遗

精(ＨＲ＝ ０.７１ꎬ９５％ＣＩ＝ ０.５０~ ０.９９)、阴毛发育(ＨＲ＝ ０.６８ꎬ９５％ＣＩ＝ ０.５１~ ０.９１)ꎻ自觉父母关系好的男童更早观察到睾丸发育

(ＨＲ＝ １.２６ꎬ９５％ＣＩ＝ １.０１~ １.５８)(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流动女童阴毛发育的时间更晚(ＨＲ＝ ０.７９ꎬ９５％ＣＩ ＝
０.６５~ ０.９６)ꎬ家庭因素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无关ꎮ 结论　 是否留守、自觉父母关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是儿童青春发动时

相的影响因素ꎬ但在调整年龄和 ＢＭＩ 等因素后ꎬ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女童阴毛青春发育指标上ꎬ对于家庭因素与其他青春

发育事件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随访调查加以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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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发动时相(ｐｕｂｅｒｔｙ ｔｉｍｉｎｇ)指青春发动期各种

生理变化事件初现的时间ꎬ包括体格生长突增、性腺

和生殖器发育以及出现第二性征等ꎬ青春发动时相提

前指由于个体差异ꎬ与某一参考人群进行比较时ꎬ各
生理变化事件初现时间提前ꎬ一般以事件初现时间的

前 １ / ４ 数(Ｐ２５)为提前的划界值[１] ꎮ 世界各国包括中

国的儿童青春发动时相均存在长期提前趋势[２－３] ꎮ 青

１１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春发动时相提前不仅可能引起儿童的生理发育异常ꎬ
导致其身材矮小ꎬ增加成年期患病的风险[４－５] ꎬ还会造

成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和情感障碍ꎬ引发不良行为[６－７] ꎮ
课题组前期系统评价结果显示ꎬ引起青春发动时

相提前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多方

面的影响[８] ꎬ具体表现为遗传和基因多态性、环境内

分泌干扰物、母亲孕期情况、出生情况、家庭因素及喂

养方式、饮食及生活方式等ꎬ其中家庭因素作为主要

因素之一ꎬ正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国内外研

究多关注性早熟女童ꎬ多以月经初潮年龄等生殖系统

成熟作为观察指标[９] 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儿童开展

前瞻性队列研究ꎬ探讨青春早期家庭因素ꎬ包括父母

离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条件

与儿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关系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数据是基于一项正在进行的青春

发育队列[１０] ꎬ该队列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开展基线调查ꎬ采
用目的性抽样方法ꎬ综合考虑各校教学质量和地理位

置的差异ꎬ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选取 ４ 所小学一至四年

级男女生作为研究对象ꎬ本研究经过重庆医科大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ꎬ由家长和儿童签署知情同意书后ꎬ确
定 １ ２３７ 人纳入队列随访ꎬ每 ０.５ 年随访 １ 次ꎬ本次采

用截至第 １０ 次随访(５ 年)的队列数据ꎮ
基线调查共纳入 １ ２３７ 名儿童ꎬ其中男童 ６９５ 名ꎬ

女童 ５４２ 名ꎬ 年龄 ５.８１ ~ １２. ２０ 岁ꎬ平均年龄(８. ５８ ±
１.１９)岁ꎬ平均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为(１６.５１±２.５７) ｋｇ /
ｍ２ꎮ 队列基线纳入 ６９５ 名男童ꎬ５ ~ １１ 岁各年龄组人

数分别为 ２ꎬ５３ꎬ２０５ꎬ１６９ꎬ１６０ꎬ１０２ꎬ４ 名ꎻ５４２ 名女童ꎬ６
~ １２ 岁各年龄组人数分别为 ５３ꎬ１４３ꎬ１３４ꎬ１３０ꎬ７１ꎬ９ꎬ２
名ꎮ 其中 ＢＭＩ、是否为流动儿童、儿童自觉父母关系、
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在男女童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Ｚ 值分别为 ４.７３ꎬ１１.３４ꎬ４.５７ꎬ６.２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及家庭因素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

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对目标儿童的一般情况及家庭

因素进行调查ꎬ包括儿童年龄、性别、出生体重、分娩

方式、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死亡状况、
自觉父母关系(好、不好)、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不
好)、儿童留守(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时间超过 ６
个月)和流动情况(由外地迁居而来ꎬ在现居地居住时

间大于 ３ 个月)等ꎮ
１.２.２　 体格检查及评价方法 　 基线调查时对男女童

身高、体重进行测量ꎬ并检查青春期发育情况ꎬ之后每

０.５ 年随访 １ 次体格检查ꎮ 青春期发育情况采用

Ｔａｎｎｅｒ 分期法[１１－１２] 评价女童的乳房和阴毛发育水平

及男童的外生殖器和阴毛发育水平ꎬ采用睾丸体积测

量计测量男童睾丸体积ꎬ并记录男女童首次遗精或月

经初潮时间ꎮ 各青春发育事件 ＴａｎｎｅｒⅡ期及以上或睾

丸体积≥４ ｍＬ 或发生月经初潮、首次遗精事件分别作

为各青春发育事件的启动ꎻ采用身高体重测量值计算

ＢＭＩ[１３] ꎬ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１.２.３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员均通过严格统一培训ꎬ
学生问卷由调查员指导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ꎬ
填写完成后由调查员逐一核查ꎬ发现漏填或逻辑错误

后当场返回本人确认ꎻ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请家长

填写ꎬ收回至班主任处ꎬ由调查员逐一检查ꎬ发现漏填

或逻辑错误后向家长打电话确认ꎻ体格检查开始前充

分校准体检工具ꎬ由调查员严格按照 Ｔａｎｎｅｒ 分期方法

以统一标准进行评价ꎮ
为保证追踪随访的质量ꎬ课题组每次均避免在对

象儿童学习时间开展调查ꎬ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态度

亲和并与儿童建立良好关系ꎻ在调查结束后及时将体

检结果核查无误后反馈给儿童及家长ꎻ通过小学了解

儿童升至中学情况ꎬ拟出未追踪到的儿童名单ꎬ电话

联系家长询问儿童升学情况ꎬ最终确定 ８ 所中学为本

研究协作中学ꎬ进一步追踪随访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调查数据经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双录入核

查并进行逻辑检错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采用 ｔ 检验和 χ２ 检验比较男女童人口学特征差异ꎬ
Ｃｏｘ 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因素对青春发动时相的影响ꎮ
Ｃｏｘ 回归分析中ꎬ以基线调查时间作为青春发育启动

的观察起点ꎬ随访时期内以事件结局时间为观察终

点ꎬ未启动发育者或失访者以最后一次随访时间为观

察终点ꎬ事件结局为女童乳房发育、阴毛发育达 Ｔａｎｎｅｒ
Ⅱ期、发生月经初潮ꎻ男童外生殖器发育、阴毛发育达

ＴａｎｎｅｒⅡ期、睾丸体积达 ４ ｍＬ、发生首次遗精ꎮ 家庭

因素包括父母是否离异、是否为流动儿童、是否为留

守儿童、自觉父母关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等ꎮ 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春发育启动情况　 在观察时间内ꎬ女童乳房发

育 ４０７(９７.６％)名ꎬ月经初潮 ４０５(７５.８％)名ꎬ阴毛发

育 ４４３(８５.０％)名ꎻ男童睾丸发育 ４６２(７１.３％)名ꎬ首
次遗精 ２９４(４２. ７％) 名ꎬ外生殖器发育 ３４３ ( ６５. ７％)
名ꎬ阴毛发育 ４０６(５８.８％)名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家庭因素与女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关系

２.２.１　 单因素分析　 基线年龄和 ＢＭＩ 是影响女童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危险因素ꎻ顺产相较于剖宫产的女

童更早观察到乳房发育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相较于

不好的女童更晚观察到月经初潮和阴毛发育(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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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男女童青春发育启动情况

性别 观察指标

基线

人数 已发育人数

队列

人数
发生结局

事件人数
女童 乳房发育 ５４２ １２５(２３.１) ４１７ ４０７(９７.６)

月经初潮 ５４２ ８(１.５) ５３４ ４０５(７５.８)
阴毛发育 ５４２ ２１(３.９) ５２１ ４４３(８５.０)

男童 睾丸发育 ６９５ ４７(６.８) ６４８ ４６２(７１.３)
首次遗精 ６９５ ７(１.０) ６８８ ２９４(４２.７)
外生殖器发育 ６９５ １７３(２４.９) ５２２ ３４３(６５.７)
阴毛发育 ６９５ ４(０.６) ６９１ ４０６(５８.８)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 / ％ꎮ

表 ２　 家庭因素与女童青春发动时相

的单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ＨＲ 值(Ｈ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５４２)]

因素 乳房发育 月经初潮 阴毛发育
年龄 １.７１(１.５５~ １.８８) ∗∗ ２.４５(２.２４~ ２.６９) ∗∗ ２.１２(１.９５~ ２.３０) ∗∗

ＢＭＩ １.０９(１.０４~ １.１３) ∗∗ １.１７(１.１３~ １.２１) ∗∗ １.１４(１.０９~ １.１８) ∗∗

父亲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 ０.９８(０.８１~ １.１９) １.０５(０.８６~ １.２７) １.０１(０.８３~ １.２１)
母亲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 ０.９７(０.８０~ １.１８) １.１３(０.９３~ １.３７) ０.９４(０.７８~ １.１３)
分娩方式为顺产 １.２７(１.０４~ １.５４) ∗ １.００(０.８２~ １.２１) １.０４(０.８６~ １.２５)
父母离异 １.３９(０.９９~ １.９７) １.１３(０.８２~ １.５５) １.２４(０.９１~ １.６９)
流动儿童 ０.９２(０.７５~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８２~ １.２３) ０.８４(０.７０~ １.０３)
留守儿童 ０.８７(０.６８~ １.１３) ０.９７(０.７４~ １.２６) ０.８６(０.６７~ １.１２)
自觉父母关系好 ０.８８(０.６９~ １.１３) １.０９(０.８５~ １.４０) ０.９８(０.７７~ １.２４)
自觉家庭经济
　 条件好 ０.８７(０.７０~ １.０７) ０.８１(０.６６~ ０.９９) ∗ ０.８０(０.６５~ ０.９７)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２　 多因素分析 　 控制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

量后ꎬ流动女童相较于非流动女童更晚观察到阴毛发

育(ＨＲ ＝ ０.７９ꎬ９５％ＣＩ ＝ ０.６５ ~ ０.９６)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家庭因素与女童青春发动时相

的多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ＨＲ 值(Ｈ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５４２]

因素 乳房发育１ 月经初潮２ 阴毛发育２

父母离异 １.３１(０.９２~ １.８７) ０.８７(０.６３~ １.２０) １.１９(０.８７~ １.６３)
流动儿童 ０.９４(０.７７~ １.１５) １.０８(０.８８~ １.３３) ０.７９(０.６５~ ０.９６) ∗

留守儿童 ０.８１(０.６２~ １.０５) １.１４(０.８６~ １.４９) ０.９７(０.７４~ １.２６)
自觉父母关系好 ０.８４(０.６５~ １.０９) １.１５(０.８９~ １.５０) １.１４(０.８９~ １.４６)
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 ０.８６(０.６９~ １.０６) １.００(０.８１~ １.２４) ０.８６(０.７１~ １.０５)

　 注:∗Ｐ<０.０５ꎮ １ 将基线年龄、ＢＭＩ、分娩方式作为控制变量ꎻ２ 将基线

年龄、ＢＭＩ、自觉家庭经济条件作为控制变量ꎮ

２.３　 家庭因素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关系

２.３.１　 单因素分析　 基线年龄和 ＢＭＩ 是影响男童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危险因素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是

男童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保护因素ꎻ留守男童更晚观

察到睾丸发育、首次遗精、阴毛发育ꎻ自觉父母关系好

的男童更早观察到睾丸发育(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２.３.２　 多因素分析 　 控制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

量后ꎬ发现所有家庭因素变量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相

关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表 ４　 家庭因素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单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ＨＲ 值(Ｈ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６９５)]

因素 睾丸发育 首次遗精 外生殖器发育 阴毛发育
年龄 ２.４８(２.２６ ~ ２.７３) ∗∗ ２.７１(２.４３~ ３.０３) ∗∗ ２.３３(２.０８ ~ ２.６１) ∗∗ ２.５０(２.２８~ ２.７４) ∗∗

ＢＭＩ １.１３(１.１０ ~ １.１７) ∗∗ １.１２(１.０８~ １.１６) ∗∗ １.１３(１.００ ~ １.１７) ∗∗ １.１４(１.１０~ １.１８) ∗∗

父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１.０２(０.８５ ~ １.２３) １.０３(０.８２~ １.３０) １.０６(０.８５ ~ １.３１) １.０２(０.８４~ １.２４)
母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０.９２(０.７７ ~ １.１１) １.１０(０.８７~ １.３８) １.００(０.８０ ~ １.２４) ０.９４(０.７７~ １.１４)
分娩方式为顺产 １.０２(０.８５ ~ １.２３) １.０７(０.８５~ １.３５) １.０６(０.８６ ~ １.３２) ０.９４(０.７８~ １.１５)
父母离异 ０.９９(０.７２ ~ １.３６) ０.９０(０.６０~ １.３５) ０.８６(０.５９ ~ １.２６) １.１５(０.８３~ １.５８)
流动儿童 ０.９２(０.７７ ~ １.１１) １.０２(０.８１~ １.２８) ０.８３(０.６７ ~ １.０３) ０.９５(０.７８~ １.１６)
留守儿童 ０.７４(０.５７ ~ ０.９６) ∗ ０.７１(０.５０~ ０.９９) ∗ ０.８３(０.６２ ~ １.１０) ０.６８(０.５１~ ０.９１) ∗∗

自觉父母关系好 １.２６(１.０１ ~ １.５８) ∗ １.１８(０.８９~ １.５６) １.１３(０.８８ ~ １.４６) １.１８(０.９３~ １.５０)
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 ０.６９(０.５８ ~ ０.８３) ∗∗ ０.６２(０.４９~ ０.７８) ∗∗ ０.７０(０.５６ ~ ０.８７) ∗∗ ０.６６(０.５４~ ０.８０)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５　 家庭因素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多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ＨＲ 值(Ｈ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６９５]

因素 睾丸发育１ 首次遗精２ 外生殖器发育３ 阴毛发育２

父母离异 １.２９(０.９２ ~ １.７９) ０.９６(０.６３ ~ １.４６) ０.９１(０.６３ ~ １.３３) １.２２(０.８８ ~ １.６８)
流动儿童 ０.８９(０.７４ ~ １.０７) １.００(０.７９ ~ １.２６) ０.８４(０.６８ ~ １.０５) ０.８７(０.７１ ~ １.０６)
留守儿童 １.０５(０.８１ ~ １.３６) １.０８(０.７７ ~ １.５３) １.０１(０.７６ ~ １.３５) １.０８(０.８１ ~ １.４５)
自觉父母关系好 １.０９(０.８７ ~ １.３８) １.０４(０.７８ ~ １.３９) １.０６(０.８２ ~ １.３７) １.１０(０.８６ ~ １.４１)
自觉家庭经济条件好 ０.９３(０.７６ ~ １.１３) ０.８５(０.６７ ~ １.０８) ０.８４(０.６７ ~ １.０６) ０.８９(０.７２ ~ １.０９)

　 注:１ 控制基线年龄、ＢＭＩ、留守儿童、自觉父母关系、自觉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ꎻ２ 控制基线年龄、ＢＭＩ、留守儿童、自觉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ꎻ３ 控制

基线年龄、ＢＭＩ、自觉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ꎮ

３　 讨论

本研究队列中流动儿童占比较大ꎬ与我国流动儿

童现状相似ꎮ 近几十年来ꎬ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ꎬ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加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ꎬ全国流动儿童已超过 ３ ５００ 万ꎬ较 ２００５ 年增

加 ４１. ４％ꎻ重庆流动儿童高达 ５７ 万ꎬ占城镇儿童的

１９.２％[１４] ꎮ

对于女童的青春发育ꎬ单因素分析结果与现有研

究均发现[１５－１６] ꎬ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女童ꎬ更易发生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ꎮ 然而ꎬ在调整了女童基线年龄、
ＢＭＩ 和社会经济协变量后ꎬ结果显示月经初潮和阴毛

发育与家庭经济条件无关联ꎬ而流动女童阴毛发育时

间更晚ꎮ 国内外也有研究报道ꎬ家庭经济条件在青春

发动时相提前组与非提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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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１７－１９] ꎮ 针对本研究的发现ꎬ分析可能的原因有:(１)
Ｔａｎｎｅｒ 分期中ꎬ乳房发育的判断依靠乳房硬结的出现

和乳房的增大ꎮ 然而ꎬ高 ＢＭＩ 和胸部脂肪堆积的女童

可能被误判为有乳房发育ꎬ且年龄较大的女童发生结

局事件的概率较大ꎮ 年龄和 ＢＭＩ 对女童发育影响较

大ꎬ因此在调整了基线年龄和 ＢＭＩ 后ꎬ自觉家庭经济

条件对女童青春发育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女童青

春期的发育受性腺激素和肾上腺激素的双重调节ꎬ前
者导致女童乳房发育和月经初潮的发生ꎬ后者则影响

女童的阴毛和腋毛发育[２０] ꎮ 而性腺和肾上腺对环境

因素的敏感性有所差别ꎬ本研究提示ꎬ与乳房发育和

月经初潮相比ꎬ女童阴毛的发育可能更易受环境因素

的影响ꎬ符合欧美国家近几十年来月经初潮平均年龄

趋于稳定的长期趋势[２１－２３] ꎮ
目前国内外有关男童家庭因素与青春发动时相

关系的研究较少ꎬ有限的横断面研究提示家庭因素与

男童青春发动时相可能具有相关性ꎬ如 Ｓｅｍｉｚ 等[１８] 研

究表明ꎬ父母离异与男童青春发动时相延迟相关ꎬ系
统评价结果也提示ꎬ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有可能是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危险因素[８] ꎻ但也有横断面研究并

没有发现父母外出打工等因素对男童青春发动时相

提前有影响[２４－２５] ꎮ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ꎬ自觉家庭

经济条件好是男童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保护因素ꎬ留
守状况和自觉父母关系均可能是影响男童青春发育

启动的因素ꎬ但在调整基线年龄、ＢＭＩ 和社会经济变量

后ꎬ以上家庭因素与男童首次遗精和睾丸、外生殖器、
阴毛发育均无关ꎮ 因此可认为 ＢＭＩ 是男童青春发育

的重要影响因素ꎬ肥胖和性腺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

系[２６] ꎬ且肥胖导致的体脂堆积可干扰对男童性征的正

确判断ꎬ故在调整基线年龄和 ＢＭＩ 后ꎬ家庭因素分析

结果无统计学意义ꎮ 同时ꎬ在本研究 ５ 年的观察期内ꎬ
５７.３％的男童未观察到首次遗精ꎬ较多男童尚未启动

外生殖器和阴毛发育ꎬ可能导致 Ｃｏｘ 回归模型的预测

效力有限ꎬ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尚不能反映家庭经济、
留守和流动状况、父母关系等家庭因素与男童青春发

动时相的真实关系ꎬ 尚有待进一步随访研究予以

证实ꎮ
本研究通过前瞻性队列随访探讨青春早期不同

家庭因素对儿童青春发动时相的影响ꎬ丰富了国内有

关青春发动时相影响因素的研究ꎮ 本研究队列与现

有研究[２７－２８]均 ０.５ 年随访 １ 次ꎬ不但可以较为准确把

握儿童青春期乳房、阴毛、睾丸、外生殖器发育情况ꎻ
同时更准确地反映儿童身高、体重的变化情况ꎻ也可

以控制儿童在月经初潮、首次遗精时间上的回忆偏

倚ꎮ 但是本研究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首先ꎬ本
研究中男童发生结局事件比例与女童相比较低ꎬ许多

男童尚未观察到结局事件ꎬ尤其是男童首次遗精人数

未超过 ５０％ꎮ 鉴于发育过程的长期性及男女童发育

启动时间的差异性ꎬ仍需对研究对象开展进一步跟踪

随访ꎬ尤其是对男童的随访时间需要延长ꎬ直至绝大

部分男童出现首次遗精ꎮ 其次ꎬ本研究中判断儿童青

春发育是否启动可能存在误差ꎬ在体格检查过程中ꎬ
具有较高脂肪的女童可能被误判为乳房发育ꎻ由于阴

囊皮肤可能在天气过冷或本人情绪激动时出现收紧

的现象ꎬ导致睾丸体积和外生殖器发育水平的测量结

果可能不够准确ꎮ 在类似的研究中ꎬ应注意确保体格

检查环境温度适宜ꎬ调查员态度亲和ꎬ使男童在体检

时尽量放松以提高检查的准确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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