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期发育专栏

男童青春期体格生长与性发育的关系

方波ꎬ刘琴ꎬ杨博ꎬ黄欣ꎬ李月月ꎬ盛露露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 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健康领域社会风险预测治理协同创新中心ꎬ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分析男童青春期生长特点ꎬ探索男童青春期生长与性发育的关系ꎬ为准确反映男童青春期发育情况

提供参考ꎮ 方法　 对重庆市九龙坡区一至四年级男童的青春发育进行追踪随访ꎬ每 ６ 个月随访 １ 次ꎬ共随访 ５ 年ꎮ 选取其

中男童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ＢＭＩ)、首次遗精年龄及睾丸发育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以青春期生长速度高峰值(ＰＨＶ)为

基点ꎬ分析 ＰＨＶ 平均水平及峰值年龄( ＰＨＡ)ꎮ 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龄组男童首次遗精前后的身高生长速度ꎻ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等级相关分析不同睾丸发育分期与 ＢＭＩ 的关系ꎮ 结果　 青春期身高队列男童 ＰＨＡ 平均(１１.７２±１.０３)岁ꎬ首次遗

精前后生长速度队列首次遗精年龄平均(１２.４５± ０.９８)岁ꎮ 首次遗精年龄前后 １ 年的身高增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ꎻ男童首次遗精年龄越小ꎬ其后 １ 年身高增长值越大ꎮ 男童 １１~ １４ 岁各组的身高、体重、ＢＭＩ 与睾丸容积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男童首次遗精前 １ 年身高增长值达高峰ꎬ遗精后增长值开始下降ꎬ且男童首次遗精年龄与其后 １ 年的

身高增值呈负相关ꎬ男童睾丸发育与身高、体重及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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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儿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期ꎬ是整个生长

发育时期极其重要且非常特殊的阶段ꎬ性发育是青春

期发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ꎮ 国外有研究表明ꎬ男童的

性发育与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相关ꎬ高 ＢＭＩ 的男童睾丸

发育会更早[１－２] ꎮ 国内有研究表明ꎬ男童青春期发育

与 ＢＭＩ 密切相关[３] ꎮ 由于纵向调查费时费力、随访难

度大ꎬ目前国内研究结果多基于横断面调查数据[４－５] ꎬ
无法准确反映男童青春期的纵向生长和性发育情况ꎮ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一至四年级男童进行为

期 ５ 年的追踪随访ꎬ以前瞻性纵向随访数据探索男童

青春期身高突增特点以及青春期生长与性发育的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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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ꎬ根据学校的不同地

理位置和教学质量选取重庆九龙坡区的 ４ 所小学为研

究点ꎬ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对一至四年级知情同意的男童

的青春发育进行追踪随访ꎬ每 ６ 个月随访 １ 次ꎮ 本研

究经过重庆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儿童及其

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展调查ꎮ
队列基线共有男童 ６９５ 名ꎬ５ ~ １１ 岁各年龄组人数

分别为 ２ꎬ５３ꎬ２０５ꎬ１６９ꎬ１６０ꎬ１０２ 和 ４ 名ꎮ 截止最后一

次随访时队列共失访 １８３ 名男童ꎬ以基线年龄组为准ꎬ
５ ~ １１ 岁各年龄组失访人数为 ０ꎬ１ꎬ３６ꎬ６１ꎬ４３ꎬ４０ꎬ２ 名ꎮ
失访的主要原因中男童小升初去了该区以外的学校

无法继续追踪调查占 ６１.８％、学生中途退出占 ２２.５％、
学生转学占 １１.８％、学生因病长期请假占 ３.９％ꎮ

截至最后一次随访时男童共有 ５１２ 名ꎬ其中已经

遗精的男童有 ２２８ 名ꎮ 由于队列男童的失访以及部分

男童体检和青春发育指标的缺失ꎬ青春期身高速度队

列纳入 ４３２ 名男童ꎻ首次遗精前后生长速度队列纳入

１８０ 名男童ꎻ睾丸发育与 ＢＭＩ 队列纳入 ５１３ 名男童ꎮ
青春期身高速度队列人群峰值年龄(ＰＨＡ)分布为８.０７
~ １４.５１ 岁ꎬ平均(１１.７２±１.０３)岁ꎻ首次遗精前后生长

速度队列首次遗精年龄分布为 ８.３１ ~ １４.３２ 岁ꎬ平均

(１２.４５±０.９８)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ＰＨＶ 定义　 身高速度高峰( ＰＨＶ) [６] 是相邻 ２
个年龄组的身高增值差中的最大峰值ꎬ此最大峰值所

对应的年龄即为 ＰＨＡꎮ 以 ＰＨＶ 为基点ꎬＰＨＶ－１ 为峰

值前一次身高增值ꎬＰＨＶ＋１ 为峰值后一次身高增值ꎬ
以此类推ꎮ
１.２.２　 首次遗精年龄调查、体格检查和睾丸发育分期

检查　 调查员引导调查对象回忆首次遗精是否发生

以及发生的具体年月ꎮ 体格检查和睾丸发育分期检

查由熟悉学生体质调研工作的医学研究生经过培训

后按统一方法进行ꎮ 身高的测量使用标准化身高计ꎬ
精确至 ０.１ ｃｍꎻ体重的测量使用标准化体重计ꎬ精确至

０.１ ｋｇꎬＢＭＩ 根据测得的身高、体重进行计算ꎬＢＭＩ ＝ 体

重(ｋｇ) / 身高２(ｍ２) [７] ꎻ采用 ｐｒａｄｅｒ 睾丸体积测量计测

量男童睾丸体积ꎮ 为防止测量标准差异ꎬ每次男童的

检查均指定同一人进行测量ꎬ如果需要换人测量则先

进行两人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检验ꎬ达到一致后方可

更换ꎮ
１.２.３　 首次遗精年龄与遗精前后生长速度的变化 　
以首次遗精年龄的身高、体重和 ＢＭＩ 为基点ꎬ与之相

邻年龄组的身高、体重和 ＢＭＩ 增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为首次遗精年龄前后生长速度的描述ꎻ首次遗精年

龄－１ 为首次遗精年龄前一次身高、体重和 ＢＭＩ 增值ꎬ

首次遗精年龄＋１ 为首次遗精年龄后一次身高、体重和

ＢＭＩ 增值ꎬ以此类推ꎮ
１.２.４　 追踪随访的质量控制　 由于纳入的 ４ 所小学

均不是中小一贯制学校ꎬ男童小升初后造成较多失

访ꎮ 课题组通过 ４ 所小学了解男童的升学情况确定了

６ 所主要升入的中学ꎬ并联系该 ６ 所中学核对名单ꎬ而
后拟出未追踪到的学生名单ꎬ并电话联系其家长询问

升学情况ꎬ 最终确定 ８ 所中学为本研究协作中学ꎬ对
于失访男童则注明失访理由ꎮ 同时ꎬ在每次调查过程

中ꎬ调查员与对象儿童建立良好信任关系ꎬ并将每次

体检结果及时反馈给儿童及家长ꎬ从而提高随访的依

从性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调查数据

进行双录入ꎬ并进行一致性核查ꎮ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

件和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ꎮ 采用描述性统计描

述一般情况、青春期身高突增特点、男童首次遗精前

后身高、体重和 ＢＭＩ 生长速度的变化ꎻ采用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年龄组男童首次遗精前后的身高生长速度ꎻ
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等级相关分析不同睾丸发育分期与 ＢＭＩ
的关系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男童青春期身高突增特点　 男童 ＰＨＶ 平均为每

０.５ 年(５.２３±１.３３) ｃｍꎻ生长高峰之前 １.５ 年的身高年

增长值随年龄增长呈稳步增长趋势ꎮ 生长高峰之后

１.５ 年的身高年增长值随年龄增长速度逐步减慢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以 ＰＨＶ 为基点的男童身高增长值 / ｃｍ

身高速度高峰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ｘ±ｓ
ＰＨＶ－３ ３８０ ０.１ ５.５ ２.７７±０.８３
ＰＨＶ－２ ４１０ ０.５ ６.１ ３.０２±０.９９
ＰＨＶ－１ ４１９ ０.０ ６.９ ３.３６±１.２５
ＰＨＶ ４３２ １.１ １０.９ ５.２３±１.３３
ＰＨＶ＋１ ２８２ ０.０ １３.３ ３.２９±１.８３
ＰＨＶ＋２ ２０１ ０.１ １３.７ ３.３１±１.８２
ＰＨＶ＋３ １５７ ０.１ １４.２ ２.７５±２.１３

２.２　 男童首次遗精前后身高、体重、ＢＭＩ 生长速度的

变化　 图 １ 显示男童首次遗精前 １ 年身高增长达高

峰ꎬ遗精后其增长值开始下降ꎮ 首次遗精年龄前后 １
年的身高增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而男童的

体重和 ＢＭＩ 在遗精前后的 １ 年内均在增长ꎮ 表 ２ 显

示ꎬ遗精男童首次遗精年龄越小ꎬ其首次遗精年龄后 １
年的身高增长值越大ꎮ
２.３　 男童睾丸发育与 ＢＭＩ 的关系 　 表 ３ 显示ꎬ男童

１１ ~ １４ 岁组的身高、体重、ＢＭＩ 均与睾丸容积呈正相

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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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男童首次遗精前后生长曲线

表 ２　 不同首次遗精年龄男童身高生长速度比较(ｘ±ｓꎬｃｍ)

首次遗精

年龄 / 岁
人数

首次遗精

年龄－２

首次遗精

年龄－１

首次遗精

年龄＋１

首次遗精

年龄＋２
<１２ ５４ ３.９９±１.５５ ４.３４±１.５９ ４.１８±１.５９ ３.３４±１.４０
１２ ７３ ４.０４±１.４７ ４.３４±１.５４ ３.４１±１.６６ ３.１８±１.６３
≥１３ ５３ ４.１６±１.４１ ４.３４±１.７５ ３.２１±１.６５ ２.３８±１.７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３　 男童身高、体重、ＢＭＩ 与睾丸容积的相关性系数( ｒ 值)

年龄 / 岁 人数 身高 体重 ＢＭＩ
１１ １５１ ０.３２５∗∗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４∗

１２ １２２ ０.４６４∗∗ ０.２９９∗∗ ０.１８７∗

１３ １０１ ０.４９８∗∗ ０.４１４∗∗ ０.２３７∗∗

１４ １１０ ０.３０５∗∗ ０.３５９∗∗ ０.２８７∗∗

　 注:∗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ꎻ１０ 岁组只有 ４ 名男童ꎬ１５ 岁组只有 ２５ 名

男童ꎬ没有纳入分析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男童的 ＰＨＶ 为每 ０.５ 年(５.２３±１.３３) ｃｍꎬ
与蔡赐河[８] 研究结果每年(１０.０３±１.６７) ｃｍ 类似ꎮ 以

ＰＨＡ 为基点的身高生长速度在不同年龄间的差异更

小ꎬ这是由于不同个体身高突增年龄存在很大差异ꎬ
身高年龄别生长速度的计算存在“相差效应”ꎬ即因

ＰＨＡ 的不同而造成生长速度曲线被削平、加宽ꎬ因而

无法确切反映青春期身高生长速度的规律ꎬ国内有研

究认为[９] ꎬ以相同 ＰＨＡ 组儿童测得的数据为基础ꎬ分
别做出早熟、晚熟和中间的 ３ 条青春期生长速度均值

曲线或百分位数图ꎬ并将 ＰＨＡ 重叠于同一纵轴上ꎬ算
出 ＰＨＶ 的均数和百分位数ꎬ以此修正和补充既往的评

价方法ꎬ可能更为合理ꎮ
本研究中ꎬ男童首次遗精前 １ 年身高增长达高峰ꎬ

遗精后增长值开始下降ꎻ而男童的体重和 ＢＭＩ 在遗精

前后的 １ 年内均在增长ꎮ 有研究表明男童的身高会在

性发育到来之前出现突增高峰ꎬ且身高会比体重优先

增长[１０] ꎮ 遗精男童首次遗精年龄越小ꎬ其首次遗精年

龄后 １ 年的身高增长值越大ꎬ研究表明早发育男童的

身高、体重、体脂率、ＢＭＩ 等发育指标的变化会高于晚

发育的儿童ꎬ但目前机制尚不清楚[１１] ꎮ

本次研究发现男童 １１ ~ １４ 岁各组的身高、体重、
ＢＭＩ 都与睾丸容积呈正相关ꎬ提示男童青春早期睾丸

容积与男童肥胖指标密切相关ꎮ 可能是早期发育需

要能量ꎬ能量储存在脂肪中导致 ＢＭＩ 较高[１２] ꎬ而脂肪

累积到临界值[１３]就会启动青春期发育ꎬ提示适当控制

超重或肥胖儿童的体重对于延缓男童青春期发育可

能会起到一定作用ꎮ
随着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改变ꎬ全球超重及肥

胖呈上升趋势ꎬ青春期肥胖男童数量增加非常明显ꎬ
若不及时干预可造成成年后小睾丸、小阴茎及成年后

精子质量下降ꎬ这已成为全球的公共健康问题[１４] ꎮ 父

母应根据学生的身体发育状况ꎬ保证学生拥有充足的

睡眠ꎬ提供合理的饮食结构保证合适的营养供给ꎮ 学

校应合理设置教学课程与作息时间ꎬ保证学生的体育

锻炼时间ꎬ促进学生形态、功能和素质指标的发育ꎬ保
证其健康成长ꎮ

本研究的随访调查每 ０.５ 年开展 １ 次ꎬ国外有研

究[１５－１６]也是如此ꎮ ０.５ 年随访 １ 次是因为睾丸容积的

测量如果间隔时间过长ꎬ则可能错过睾丸容积发育的

测量时间ꎬ同时每 ０.５ 年的随访可以更准确反映男童

身高、体重的变化情况ꎮ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和局限

性:由于男童升学带来了较多失访ꎬ一方面使得纳入

分析的样本数较少ꎬ另一方面导致遗精后的队列随访

时间较短ꎬ因此本研究只计算了遗精前后 １ 年的身高、
体重和 ＢＭＩꎬ不能评价遗精前后更长时间段的青春期

生长情况ꎻ 也可能使计算的首次遗精平均年龄偏

小[１７] ꎮ 今后的纵向研究需要克服升学等原因带来的

失访问题ꎬ随访整个青春发育期以弥补本研究的缺

陷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ＤＥＮＺＥＲ ＣꎬＷＥＩＢＥＬ ＡꎬＭＵＣＨＥ Ｒꎬ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ꎬ２００７ꎬ３１(１０):１５０９－

１５１９.

[２] 　 ＢＵＳＣＨ Ａ ＳꎬＨøＪＧＡＡＲＤ ＢꎬＨＡＧＥＮ Ｃ Ｐꎬｅｔ 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ｏｎｓｅｔ ｉｎ ｂｏｙｓ[Ｊ]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２０ꎬ１０５

(４):ｄｇｚ２２２.

[３] 　 张耀东ꎬ谭利娜ꎬ罗淑颖ꎬ等.郑州地区男童阴茎和睾丸发育现状

及超重 / 肥胖对其的影响[Ｊ]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１７(１):７２
－７６.

[４] 　 巩宗林ꎬ徐勇.苏州市中小学男生青春期发育与超重肥胖相关性

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４):４４６－４４７.

[５] 　 宗心南ꎬ李辉ꎬ程红ꎬ等.男性青春期体格发育和性征发育的关系

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２(５):４５５－４５８.

[６] 　 张慧.女童青春期生长突增及其与性发育的关系研究[ Ｊ] .中国循

证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９(２):１０７－１１１.

(下转第 ８２９ 页)

３２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８１(３):４４８－４５４.
[ １８] ＢＩＲＯ Ｆ Ｍꎬ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 Ｌ Ｃꎬ ＧＡＬＶＥＺ 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３ꎬ１３２(６):
１０１９－１０２７.

[１９] ＢＵＹＫＥＮ Ａ Ｅꎬ ＫＡＲＡＯＬＩＳ￣ＤＡＮＣＫＥＲＴ Ｎꎬ ＲＥＭＥＲ 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
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８９
(１):２２１－２３０.

[２０] ＨＥＧＥＲ Ｓꎬ ＫＲＮＥＲ Ａꎬ ＭＥＩＧＥ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１(９):８６５－８７７.

[２１] ＲＵＢＩＮ Ｃꎬ ＭＡＩＳＯＮＥＴ Ｍꎬ ＫＩＥＳＺＡＫ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ｉｎ ｇｉｒｌｓ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ｈｏｒｔ[Ｊ] .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Ｐｅｒｉｎａ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 ２００９ꎬ２３(５):４９２－５０４.

[２２] ＪＵＵＬ Ａꎬ ＴＥＩＬＭＡＮＮ Ｇꎬ ＳＣＨＥＩＫ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ａｎｉｓ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ＵＳ ｄａｔａ[ Ｊ] .
Ｉｎｔ Ｊ Ａｎｄｒ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２９(１):２４７－２５５ꎬ２８６－２９０.

[２３] ＫＩＮＤＢＬＯＭ ＪＭꎬ ＬＯＲＥＮＴＺＯＮ Ｍꎬ ＮＯＲＪＡＶＡＡＲ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ｅｒ￣
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
ｄｕｌｔ ｍａ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５５(１１):３０４７－３０５２.

[２４]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Ｋꎬ ＡＫＳＧＬＡＥＤＥ Ｌꎬ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Ｊ 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ａｎｉｓｈ ｂｏｙ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０ꎬ９５( １):２６３－
７０.

[２５] ＴＩＮＧＧＡＡＲＤ Ｊꎬ ＭＩＥＲＩＴＺ Ｍ Ｇꎬ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ｌｅ ｐｕｂｅｒｔｙ [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ｂ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３.

[２６] ＣＲＯＣＫＥＲ Ｍ Ｋꎬ ＳＴＥＲＮ Ｅ Ａꎬ ＳＥＤＡＫＡ 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ｄｉ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ＭＩ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ｓ[Ｊ]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９９
(８):Ｅ１５１９－Ｅ１５２９.

[２７] ＬＥＥ Ｊ Ｍꎬ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Ｒꎬ ＫＡＣＩＲＯＴＩ 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ｂｅｓｅ ｂｏｙｓ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３７ ( ２ ):
ｅ２０１５０１６４.

[２８] ＬＥＥ Ｊ Ｍꎬ ＫＡＣＩＲＯＴＩ Ｎꎬ ＡＰＰＵＧＬＩＥＳＥ Ｄꎬ ｅｔ ａｌ.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ｙｓ [ Ｊ] . Ａｒｃｈ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０ꎬ１６４(２):１３９－１４４.
[２９] ＷＡＮＧ Ｙ. Ｉ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ｙ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ｉｒｌｓ[ Ｊ] . Ｐｅｄｉａｔ￣
ｒｉｃｓꎬ ２００２ꎬ１１０(５):９０３－９１０.

[３０] ＢＩＲＯ Ｆ Ｍꎬ ＫＨＯＵＲＹ Ｐꎬ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Ｊ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ｙ[Ｊ] . Ｉｎｔ Ｊ Ａｎｄｒ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２９(１):２７２－２７７.

[３１]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ＶＥＪＥ Ｃꎬ ＴＩＮＧＧＡＡＲＤ Ｊꎬ ＷＩＮＴＨＥＲ Ｋꎬ ｅｔ ａｌ.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ｎ ２６４７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ａｎｉｓ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ＭＩꎬ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ｓｋｉｎｆ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ｕａｌ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
ｔｒｙ[Ｊ] .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４ꎬ６８(６):６６４－６７０.

[３２] ＤＡＹ Ｆ Ｒꎬ ＰＥＲＲＹ Ｊ Ｒꎬ ＯＮＧ Ｋ Ｋ.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ｔｉｍ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Ｊ] .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２(４):２４７－２５５.

[ ３３] ＡＲＧＥＮＴＥ Ｊꎬ ＢＡＲＲＩＯＳ Ｖꎬ ＣＨＯＷＥＮ Ｊ Ａ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ｐｔ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ｅｖ￣
ｅｌ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ｂｅｓｉ￣
ｔｙꎬ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ｒｅｘｉａ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ａｎｄ ｂｕｌｉｍｉａ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１９９７ꎬ１３１(６):８３３－８３８.

[３４] ＭＡＲＣＯＶＥＣＣＨＩＯ Ｍ Ｌꎬ 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Ｉ 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Ｊ]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 Ｎｕｔｒ Ｄｉｅｔꎬ ２０１３ꎬ１０６:１３５ －
１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９ / ０００３４２５４５.

[３５] ＡＤＤＯ Ｏ Ｙ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Ｂ Ｓꎬ ＬＥＥ Ｐ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ａｔ ｈｏｒｍｏｎａｌ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 ｉｎｈｉｂｉｎ Ｂꎬ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Ｕ.Ｓ. ｇｉｒｌｓ[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７６(６):５６４－
５７０.

[３６] ＨＡＭＭＯＵＤ Ａ Ｏ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Ｍꎬ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 Ｊ Ａｎｄｒ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２７(５):６１９－６２６.

[３７] ＬＥＥ Ｈ Ｓꎬ ＰＡＲＫ Ｈ Ｋꎬ ＫＯ Ｊ 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ｎ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ｓｔ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ｂｏｙ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Ｊ] .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９７(３):２２５－２３１.

[３８] ＺＡＷＡＴＳＫＩ Ｗꎬ ＬＥＥ Ｍ Ｍ. Ｍａｌｅ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 Ｊ] .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２１８(２):Ｒ１－Ｒ１２.

[３９] ＣＡＳＥＲＴＡ Ｄꎬ ＤＩＳＥＧＮＩ Ｎꎬ ＭＡＬＬＯＺＺ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 Ｒｅｐｒｏｄ Ｂ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１２: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７￣７８２７￣１２￣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１


(上接第 ８２３ 页)
[ ７] 　 ＺＨＯＵ Ｂ 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ｕｔ￣ｏｆｆ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Ｊ] .Ｂｉ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ꎬ２００２ꎬ１５(１):８３－９６.

[８] 　 蔡赐河.广东省中山市 ５ ~ １９ 岁学生青春期身高增长规律的研究

[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７):７１７－７２１.
[９] 　 李静娟.儿童青春期身高生长速度规律的研究[ Ｊ] .中国学校卫

生ꎬ１９９４ꎬ１５(２):８５－８７.
[１０] 　 潘思杏.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广西瑶族学生身高体重动态变化及体格

与性发育相关性的研究[Ｄ].南宁:广西医科大学ꎬ２０１８.
[１１] 　 梁悦.不同发育类型儿童身体发育特征的五年追踪研究[ Ｄ].北

京:北京体育大学ꎬ２０１９.
[１２] 杜敏联.肥胖与性发育[Ｊ]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１９(３):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３] ＮＵＴＴＡＬＬ Ｆ Ｑ.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ꎻｏｂｅｓｉｔｙꎬＢＭＩꎬ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Ｎｕｔｒ Ｔｏｄａｙꎬ２０１５ꎬ５０(３):１１７－１２８.
[１４] 王念蓉ꎬ黄健ꎬ李开平ꎬ等.重庆城区婴幼儿超重与肥胖状况及影

响因素的研究[Ｊ]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１５(３):２０７－２１１.
[ １５]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Ｃ Ｗ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ＥꎬＬＩ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ｙｓ 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Ｊ] . Ａｄｄｉ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ｅａｔꎬ２０１６ꎬ１５(２):６１ －
７３.

[ １６] ＮＧ￣ＫＮＩＧＨＴ Ｔꎬ ＳＨＥＬＴＯＮ Ｋ Ｈꎬ ＲＩＧＬＩ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Ｊ] .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２０１６ꎬ５０:４４－
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６.

[１７] 孙莹.中国儿童青春发动时相评定标准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Ｄ].合
肥:安徽医科大学ꎬ 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５

９２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