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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５ ３９３ 名进行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共有 １ ８４８ 名女生经历了月经初潮ꎬ月经来潮女生平均月经初潮年龄为

(１２.５±１.１)岁ꎮ 控制体质量指数和年龄等协变量后ꎬ月经初潮年龄提前组的女生平均每周进行≥５ ｄ 的高、中等强度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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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ꎮ 结论　 月经初潮时间的早晚会影响女生的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时间ꎬ且月经初潮提前组睡眠时间长于非提前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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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初潮指女性第一次月经来潮ꎬ是女性性功能

发育最重要的指标ꎬ也是女性青春期发育过程中的

“里程碑”事件[１] ꎮ 月经初潮既可用以衡量女性发育

早晚和生长发育的长期趋势ꎬ也用来衡量国家和地区

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和营养改善对青少年群体的实际效应[２] ꎮ 从 １９ 世

纪晚期开始ꎬ女性月经初潮年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

出现了相对提前的趋势[３－５] ꎮ 研究表明ꎬ西方女性在

１８００—１９６０ 年间ꎬ月经初潮年龄每 １０ 年提前约 ４ 个

月[６－７] ꎮ Ｓｏｎｇ 等[８]研究发现ꎬ中国在校女学生月经初

潮年龄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３.４ 岁提前至 ２０１０ 年的１２.５岁ꎬ
平均约每 １０ 年提前 ４.５ 个月ꎮ 月经初潮提前不仅会

影响女性青春期心理的健康发育[９] ꎬ还与成年期许多

疾病的发生有密切联系ꎬ如妇科肿瘤、代谢综合征、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等[１０－１３] ꎮ 国内外研究表明ꎬ月经初

潮年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ꎬ包括遗传、营养、环境和生

活方式等[７ꎬ１４] ꎮ 本文通过研究来潮者月经初潮时间早

晚与体力活动减少和静态行为时间增加的关系ꎬ为开

展女生青春期健康教育和健康效应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ꎮ

４７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从重庆市随

机抽取 ２ 个主城区作为调查区(九龙坡区和南岸区)ꎬ
再从 ２ 个区随机抽取 １２ 所学校作为调查点校ꎬ其中小

学和中学各 ６ 所ꎻ城市学校和农村 / 乡镇学校各 ６ 所ꎮ
小学以学校为单位ꎬ全体女生都参与调查ꎻ中学以年

级为单位(考虑到初三、高三升学ꎬ因此调查初一、初
二、高一、高二年级)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 ８ 个班ꎬ对
抽取到班级的全部女生进行调查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１０
月ꎬ共对 ５ ３９３ 名女生进行体格检查与问卷调查ꎬ研究

对象为已来潮的女生ꎬ共 ２ ２５２ 名ꎬ删除缺失和无效数

据ꎬ最终得到样本量为 １ ８４８ 名ꎮ 本研究在总课题组

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审查批

件号: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３０３４)的基础上ꎬ重庆基地的调

查项目得到了重庆医科大学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

免审证明ꎮ 在进行有关调查之前ꎬ均已取得学生及其

家长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格检查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体检人员按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细则” [１５] 对抽取的学

生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ꎮ 身高精确到 ０.１ ｃｍꎬ测量误

差不超过 ０.５ ｃｍꎮ 体重精确到 ０.１ ｋｇꎬ测量误差不超

过 ０.１ ｋｇꎮ 根据测得的身高和体重ꎬ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ꎬ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２(ｍ２)]ꎬ评价标准采用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ＷＧＯＣ 标准)推荐的“中国学龄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ＢＭＩ 值分类标准[１６] ꎮ 月

经初潮年龄通过在体格检查时询问“是否来月经”获

得ꎬ如果是ꎬ回答月经初潮时间(准确到年、月)ꎬ将日

默认为每月 １５ 日ꎬ由此计算“月经初潮年龄 ＝ 体检日

期－月经初潮日期”ꎮ 根据月经初潮年龄的 Ｐ２５和 Ｐ７５

百分位切点为标准ꎬ低于 Ｐ２５ 判定为月经初潮年龄提

前组[１７] ꎬ其余为非提前组ꎮ
１.２.２　 问卷调查 　 采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课题组自

编的«中小学生重点健康问题危险因素»调查问卷ꎬ分
为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ꎮ 本文主要选取学生问卷中

的学生基本信息、体力活动情况、睡眠时间等ꎮ 体力

活动通过调查在过去 ７ ｄ 中有几天进行高 / 中等强度

运动获得ꎬ对应范围为 ０ ~ ７ ｄꎬ并分为 ４ 组(０ꎬ１ ~ ２ꎬ３ ~
４ꎬ５ ~ ７ ｄ)ꎮ 其中高等强度体力活动是使活动参与者

呼吸心跳明显加快的活动ꎬ如跑步、篮球、足球、游泳、
健身房内跳健身操、搬重物等ꎻ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是

指使活动参与者呼吸心跳略微加快的活动ꎬ如骑自行

车、乒乓球、羽毛球、跳舞、做操、搬轻物等ꎮ 静态行为

时间通过询问学生每天放学后做作业、看电视、玩计

算机或电子游戏时间的长短获得ꎬ分为 ４ 组( <２ꎬ２ ~ <
３ꎬ３ ~ <４ꎬ≥４ ｈ)ꎮ 睡眠时间通过询问每天的睡眠时间

获得ꎬ对应选项<７ꎬ７ ~ <９ꎬ９ ~ <１１ꎬ≥１１ ｈꎮ 问卷由经

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ꎬ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ꎬ让
学生当场作答ꎬ调查人员当场回收核对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进行录入和逻辑核查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 ｔ 检
验、χ２ 检验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重庆市主城区来潮者月

经初潮年龄平均为 ( １２. ５ ± １. １) 岁ꎬ ＢＭＩ 为 ( ２０. ２９ ±
２.７５)ｋｇ / ｍ２ꎮ 提前组有 ４５８ 名ꎬ非提前组 １ ３９０ 名ꎬ提
前组与非提前组在身高 [( １５６. ３８ ± ５. ８５) ( １５７. ３０ ±
５.３８)ｃｍ]ꎬＢＭＩ[(２０.５８±３.００)(２０.１９±２.６６)ｋｇ / ｍ２ ]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０９ꎬ－２.４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而在体重和民族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提前组每周参加≥５ ｄ 高等或中等强度

体力活动比例 ( ３２. １％ꎬ ４０. ０％) 均高于非提前组

(２５.４％ꎬ３３.４％)ꎬ平均每日静态行为时间≥２ ｈ 比例

低于非提前组(７５.５％ꎬ８０.４％)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重庆市主城区中小学女生

一般情况在是否月经初潮提前组间比较

一般情况
提前组

(ｎ ＝ ４５８)
非提前组

(ｎ ＝ １ ３９０)
χ２ 值 Ｐ 值

体型为超重 / 肥胖
　 是 ９１(１９.９) １４６(１０.５) ２７.０３ ０.００
　 否 ３６７(８０.１) １ ２４４(８９.５)
月经初潮年级
　 <六 ３５６(７７.７) １０１(７.３) ８９０.９９ ０.００
　 六~八 １０２(２２.３) １ ０８６(７８.１)
　 ≥九 ０ ２０３(１４.６)
民族
　 汉族 ４４６(９７.４) １ ３５６(９７.５) ０.０４ ０.８４
　 其他民族 １２(２.６) ３４(２.５)
每周高等强度体力活动 / ｄ
　 ０ ７７(１６.８) ２６５(１９.１) １１.７８ ０.００
　 １~ ２ １１９(２６.０) ４５４(３２.７)
　 ３~ ４ １１５(２５.１) ３１０(２２.３)
　 ５~ ７ １４７(３２.１) ３６１(２５.４)
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 / ｄ
　 ０ ６１(１３.３) ２０４(１４.６) ７.５２ ０.０６
　 １~ ２ １１９(２６.０) ４２６(３０.６)
　 ３~ ４ ９５(２０.７) ２９８(２１.４)
　 ５~ ７ １８７(４０.０) ４６２(３３.４)
每天静态行为时间 / ｈ
　 <２ １１２(２４.５) ２７３(１９.６) ９.６０ ０.０２
　 ２~ <３ １２３(２６.９) ３５２(２５.３)
　 ３~ <４ ８６(１８.８) ２４７(１７.８)
　 ≥４ １３７(２９.８) ５１８(３１.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发育早晚与体力活动　 分别将是否每周参加高

等强度体力活动时间≥５ ｄ、是否每周参加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５ ｄ、是否每日静态行为时间≥２ ｈ 作为

因变量(是＝ １ꎬ否 ＝ ０)ꎬ月经初潮是否提前(是 ＝ １ꎬ否
＝ ０)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控制

年龄、性别、ＢＭＩ 等协变量ꎬ与非提前组相比ꎬ提前组平

均每周参加≥５ ｄ 高等强度体力活动是非提前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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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倍ꎬ平均每周参加≥５ ｄ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是非提

前组的 １.３４ 倍ꎬ平均每天静态行为时间≥２ ｈ 是非提

前组的 ０.７６ 倍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女生月经初潮是否提前

与体力活动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４８)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每周高等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 ０.３０ ０.１２ ６.４６ ０.０１ １.３５(１.０７~ １.７０)
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５ ｄ ０.２９ ０.１１ ６.８２ ０.０１ １.３８(１.０７~ １.６６)
每日静态行为时间≥２ ｈ －０.２８ ０.１３ ４.８２ ０.０３ ０.７５(０.５９~ ０.９７)

２.３　 月经初潮早晚与睡眠时间　 女生月经初潮提前

组平均每日睡眠时间>９ ｈ 比例(１５.５％)高于非提前

组(５.７％)ꎬ两组在睡眠时间构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２.６１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青春期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月经初潮

是女性青春期发育的重要标志ꎮ Ｐａｒｅｎｔ 等[１８] 总结了

１９８３—２００２ 年生长发育的长期趋势ꎬ发现 ２８ 个国家

和地区女性平均初潮年龄为 １２.１ ~ １３.５ 岁ꎮ 本研究发

现ꎬ重庆市主城区来潮女生月经初潮平均年龄为 １２.５
岁ꎬ与 Ｐａｒｅｎｔ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但晚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重庆城区女生月经初潮年龄

(１２.３岁) [１９] ꎬ与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月经初潮提前

趋势在多数发达国家被报道正在停止甚至逆转[２０] 的

结果类似ꎻ也可能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均是已来潮的女

生ꎬ所用计算月经初潮的方法与体质调研不一致ꎮ
月经初潮作为青春期一个重要的生理变化ꎬ会导

致女生发生一系列行为的变化ꎮ 本研究发现ꎬ月经初

潮早晚对体力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ꎬ通过控制 ＢＭＩ、年
龄后发现ꎬ来潮早的女生相比来潮晚的女生每周参加

高、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的时间更多ꎬ每日静态行为时

间更少ꎮ 可能存在的原因:(１)现有研究表明ꎬ来潮早

的女生 ＢＭＩ 或者体脂百分比高于较晚组[２１] ꎬ因而来

潮较早的女生相对更容易对自我体型产生不满ꎬ促使

其减少静态行为方式更多地参加体育锻炼ꎮ (２)月经

初潮提前的女生容易受到来自同伴的歧视和家庭结

构(父爱缺失ꎬ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影响[２２] ꎬ相比同龄

女生更容易产生抑郁和自卑等心理问题[９] ꎬ而参加体

力活动是一种很好的缓解方式[２３] ꎮ 与 Ｂａｒｏｏｔｉ 等[１０ꎬ１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但与 Ｂｒａｄｌｅｙ 等[２４]的研究结果不同ꎮ
睡眠时间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影响ꎮ 本研究

发现ꎬ睡眠时间与青春期一些基本的生理变化有关ꎬ
经历月经初潮较早的女生睡眠时间长于较晚的女生ꎬ
与 Ｆｒｅｙ 等[２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此外ꎬ国内外研究结

果表明ꎬ每天睡眠时间能够影响女生月经初潮的发

生[２６－２７] ꎬ睡眠时间长的女生月经初潮年龄早于睡眠时

间短的女生ꎬ但是此类研究的对象分组划分的标准是

来潮与未来潮ꎬ与本研究的对象划分存在一定差异ꎮ
由此推断月经初潮可能是睡眠时间在青春期发生变

化的转折点ꎬ但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ꎬ关于来潮

者月经初潮早晚与睡眠时间长短的因果关系尚不能

明确得出ꎬ需要进一步开展队列研究做因果推断ꎮ 此

外ꎬ关于月经初潮较早的女生睡眠时间长于较晚女

生ꎬ原因和机制不详ꎬ需要后续基础研究探讨其机制ꎮ
月经初潮时间提前不仅会导致女生抑郁和焦虑ꎬ

还会影响学习成绩和成年期的健康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来潮者中月经初潮早的女生表现出更多的体力活

动时间、更少的静态行为时间ꎮ 因此ꎬ学校、家庭在采

取相应干预措施时应该充分考虑女生青春期的特殊

变化ꎬ改善其生活质量ꎬ有效保障青春期生殖健康ꎬ预
防成年期罹患妇科疾病ꎮ

青春期性发育是连续、复杂的遗传和环境相互作

用的结果ꎮ 本研究从月经来潮早晚的角度探讨月经

初潮时间与体力活动和睡眠时间的关系ꎬ丰富了研究

视角ꎬ为今后开展女性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及医学干

预提供了最新的理论依据ꎬ但仍存在局限性:(１)月经

初潮年龄作为性发育成熟的重要指标ꎬ因获取容易而

被广泛使用ꎬ但个体报告初潮年龄难免存在回忆偏

倚ꎬ特别是对距离月经初潮事件较久的女生ꎮ (２)现

有研究表明ꎬ影响女性月经初潮年龄的因素较多ꎬ如
母亲的初潮年龄与生育年龄、孕期的营养与药物使用

等[２８－２９] ꎬ本研究控制的混杂因素相对较少ꎮ (３)研究

只包括了重庆市的 ２ 个主城区ꎬ样本量较小ꎬ代表性欠

缺ꎮ (４)本研究为横断面资料ꎬ获取的是调查时间段

的体力活动和睡眠时间ꎬ对于月经初潮已经发生较长

的女生而言ꎬ不能揭示体力活动、睡眠时间等与月经

初潮年龄存在关联ꎮ 此外也不能做出月经初潮年龄

较早与体力活动增多、静态行为时间减少和睡眠时间

增加的因果推断ꎮ 本研究结果尚需设计更为严谨的

同类队列研究和基础研究做进一步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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