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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遗精或月经初潮年龄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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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ꎬ５１０１８０ꎻ２.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体调监测点校青少年的性发育变化趋势ꎬ为青春期健康教育工作和保健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以分层随机整群抽样调查方法ꎬ收集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共 ７ 次广州市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数据ꎬ采用概率单位回归

法和 ｔ 检验对青少年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年龄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４ 年城市男生首次遗精半数年龄比乡村男生早

０ ０２ 岁( ｔ＝ ４.４１ꎬＰ<０.０１)ꎬ乡村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龄比城市女生早 ０.２４ 岁( ｔ ＝ ３９.８０ꎬＰ<０.０１)ꎮ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城市男生

首次遗精半数年龄推迟了 ０.５４ 岁ꎬ乡村男生推迟 ０.０８ 岁ꎻ城市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龄提前了 ０.４０ 岁ꎬ乡村女生提前 １.９９
岁ꎮ 结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广州城乡男生青春发育年龄除了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出现偏离发展趋势轨迹之外ꎬ其余各次调查的结

果相对稳定ꎬ而女生则出现比较明显的提前趋势ꎬ乡村女生更为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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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首次遗精和女性月经初潮是人类性成熟的

重要标志[１－４] 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世界经济的

发展和营养的改善ꎬ出现了世界性儿童青春发育年龄

提前的年代趋势[２ꎬ５－７] ꎮ １９８５ 年起ꎬ我国建立了学生

体质与健康定期监测的制度ꎬ监测内容包括了男生首

次遗精和女生月经初潮的年龄ꎮ 迄今为止ꎬ这项监测

已经延续了近 ３０ 年ꎬ前 ２０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ꎬ全国以

及广州地区儿童的青春发育年龄出现了提前的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开展了第七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调研ꎬ
现将广州市调研监测点校城乡学生的首次遗精和月

经初潮发生年龄以及 ３０ 年来的变化分析如下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

方案” [８] ꎬ沿用广州市参与历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的点校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按年级

分层ꎬ以班为单位整群抽样ꎮ 参与调查样本按城乡、
男女以及年龄分组ꎬ确保各组人数不低于 １００ 人ꎮ 本

研究收集了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４ 年共 ７ 次广州市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０７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１



１.２　 方法 　 在内科检查的同时ꎬ由内科医师负责询

问ꎮ 女生由女医师询问月经初潮ꎬ男生由男医师询问

首次遗精ꎮ 询问对象女生从 ９ 岁起、男生从 １１ 岁起ꎬ
询问内容只了解“是”和“否”ꎬ不问具体日期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调研数据采用统一软件录入ꎬ采取

双人平行录入方法ꎬ并由计算机校对ꎬ以便及时发现

和改正录入错误ꎮ 数据录入的出错率控制在 ０.０００ ５
以下ꎮ 所有资料均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１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出现的半数年龄运用半数年龄

概率单位回归法计算ꎬ两者之间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４ 年广州市男生首次遗精和女生月经初潮的

半数年龄　 ２０１４ 年男生首次遗精半数年龄为 １３. ８１
岁ꎬ城市男生为 １３.８０ 岁ꎬ乡村男生为 １３.８２ 岁ꎬ城市男

生首次遗精半数年龄比乡村男生早 ０.０２ 岁( ｔ ＝ ４.４１ꎬ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１ 和图 １ꎮ ２０１４ 年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

龄为 １１.９５ 岁ꎬ城市女生为 １２.１１ 岁ꎬ乡村女生为 １１.８７
岁ꎬ乡村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龄比城市女生早 ０.２４ 岁

( ｔ ＝ ３９.８０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 和图 ２ꎮ

表 １　 广州市 ２０１４ 年男生首次遗精发生半数年龄 / 岁

城乡 人数
首次遗精

半数年龄
标准误 标准差 ９５％允许区间 ９５％可信限

最早~最迟

发生年龄
城市 ７５７ １３.８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１１.７２ ~ １６.２４ １３.５９ ~ １４.０１ １２ ~ １８
乡村 ７６６ １３.８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１１.５９ ~ １６.４７ １３.６３ ~ １４.００ １１ ~ １７
合计 １ ４３３ １３.８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１１.６３ ~ １６.４１ １３.６５ ~ １３.９８ １１ ~ １８

表 ２　 广州市 ２０１４ 年女生月经初潮发生半数年龄 / 岁

城乡 人数
月经初潮

半数年龄
标准误 标准差 ９５％允许区间 ９５％可信限

最早~最迟

发生年龄
城市 ９３６ １２.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８ １０.２０ ~ １４.３９ １１.９０ ~ １２.３３ １０ ~ １５
乡村 ９８４ １１.８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 ９.７２ ~ １４.４７ １１.６２ ~ １２.１１ １０ ~ １６
合计 １ ９２０ １１.９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９.８７ ~ １４.４７ １１.７１ ~ １２.２０ １０ ~ １６

图 １　 广州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 １８ 岁男生首次遗精发生率曲线

图 ２　 广州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 １８ 岁女生月经初潮发生率曲线

２.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广州市男生首次遗精和女生月经

初潮半数年龄的变化趋势　 见图 ３ ~ ４ꎮ

图 ３　 全国与广州市城乡男生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首次遗精半数年龄

图 ４　 全国与广州市城乡女生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月经初潮半数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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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 年广州市城市男生首次遗精半数年龄为

１３ ２６ 岁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３.８ 岁ꎬ推迟了 ０.５４ 岁ꎬ平均

每 １０ 年推迟 ０.２３ 岁ꎻ１９９１ 年广州市乡村男生首次遗

精半数年龄为 １３.７４ 岁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３.８２ 岁ꎬ推迟了

０.０８ 岁ꎬ平均每 １０ 年推迟 ０.０３ 岁ꎮ １９８５ 年广州市城

市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龄为 １２.５１ 岁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２.１１ 岁ꎬ提前了 ０.４０ 岁ꎬ平均每 １０ 年提前 ０.１４ 岁ꎻ
１９８５ 年乡村女生月经初潮半数年龄为 １３. ８６ 岁ꎬ到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１.８７ 岁ꎬ提前了 １.９９ 岁ꎬ平均每 １０ 年提前

０.６９ 岁ꎬ提前速度明显高于城市女生ꎮ

３　 讨论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定期调查ꎬ广州市城乡学生的性发

育状况基本上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变化趋势ꎬ男生青

春发育年龄除了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出现偏离发展趋势轨

迹之外ꎬ其余各次调查的结果相对稳定ꎬ而女生则出

现较明显的提前趋势ꎬ其中乡村女生更为突出ꎬ与相

关研究一致[９－１０] ꎬ表明广州市女生青春发育年龄提前

的年代趋势已成定论ꎮ 有关青春发育的年代提前现

象ꎬ并非该地区的特有ꎬ而是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长

期观察到的一种趋势ꎮ 因此ꎬ女生青春发育年龄提前

趋势的结果符合预期ꎬ但该趋势什么时候才停下来ꎬ
为何乡村女生的提前速度高于城市女生ꎬ而且到 ２０１４
年乡村女生月经初潮的半数年龄已经低于城市女生ꎬ
这是今后需要继续观察研究的课题ꎮ

关于青春发育年代提前对儿童健康的影响ꎬ目前

对男生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ꎻ而女生的青春发育年代

提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所证实ꎬ并且发现其

所带来的健康效应是多方面的ꎬ包括对生长发育和性

发育[１１－１５] 、生殖健康[１０ꎬ１６－１８] 、代谢综合征[１９－２０] 、与内

分泌相关的恶性肿瘤[２１－２３] 等会有一定的影响ꎮ 此外ꎬ
女生性发育的提前还会带来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问

题ꎬ对包括抑郁、进食障碍、饮酒、不安全性行为及少

女怀孕等[２４－２６] ꎮ
因此ꎬ基于本调研的结果ꎬ广州市中小学校应该

更加关注青少年性发育趋势ꎬ针对青少年性发育提前

的现状ꎬ重视青春期教育课程的开展ꎬ适时调整学校

青春期教育课程的内容ꎮ 加强青少年性发育影响因

素的研究ꎬ并针对影响因素加以干预ꎬ使青少年的青

春期向正向的方向发展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季成叶ꎬ陶芳标ꎬ武丽杰.儿童少年卫生学[ Ｍ]. ７ 版.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５７.
[２] 　 季成叶ꎬ李勇.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中国青少年青春期生长长期变化趋

势[Ｊ]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ꎬ２００３ꎬ１４(５):２７１－２７５.
[３] 　 朱晓荣.１９８７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女生月经初潮和男生首次遗精的调查

分析[Ｊ] .地方病通报ꎬ２０１０ꎬ２５(２):５５.

[４] 　 叶恭绍.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童少年卫生学[ 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ꎬ１９８４:９－１０.
[５] 　 ＤＯＮＧ Ｂꎬ ＷＡＮＧ Ｈ Ｊꎬ ＭＡ Ｊ.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９ ｔｏ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Ｙｕ Ｆａｎｇ Ｙｉ Ｘｕｅ Ｚａ Ｚｈｉꎬ２０１３ꎬ４７(８):７１８－７２５.

[６] 　 ＣＡＳＴＲ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Ｊ Ａ. Ａ ｎｅｗ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ｓｔｈｍａ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ｂ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Ｊ] .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ｖꎬ２０１６ꎬ１８(３):８５
－８９.

[７] 　 ＤＵＲＡＮ Ｊꎬ ＬＡＳＫＹ Ｊ Ｒꎬ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Ｃ. Ｕｓｅ ｏｆ 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ｖｏｎ ｗ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ｆｅ￣
ｍａｌｅｓ ａｔ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５):４０８－４１３.

[８]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

册[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９] 　 何玉军ꎬ李允华ꎬ李萍. ２ ２６４ 名农村女学生月经初潮年龄调查

[Ｊ] .中国校医ꎬ１９８７ꎬ１(４):１４－１７.
[１０] 檀大羡ꎬ莫毅ꎬ谢丹尼ꎬ等.广西农村地区男性青少年第二性征发

育和遗精年龄的调查分析[Ｊ] .中国临床新医学ꎬ２０１２ꎬ５(６):４８６－
４８８.

[１１] 刘建中ꎬ张国栋ꎬ王培ꎬ等.月经初潮年龄与成年期身体形态的关

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１９９５ꎬ１６(４):２９４－２９５.
[１２] 张迪ꎬ程颖ꎬ白春玉.月经初潮年龄与骨龄和形态指标关系的研究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０ꎬ２１(４):３００－３０１.
[１３] 黄达峰ꎬ李玉洁ꎬ常利涛ꎬ等.云南省女生月经初潮与形态发育关

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４):４４３－４４５.
[１４] 温萌萌ꎬ朱广荣ꎬ王海雪.中国 １１ ~ １８ 岁汉族男生肥胖与首次遗精

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Ｊ]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４７( ３):
４０６－４０９.

[１５] 季成叶. 中国男少年首次遗精地域特点及对发育的影响[Ｊ] .中华

预防医学杂志ꎬ１９９５ꎬ２９(６):３４８－３５０.
[１６] 李珍ꎬ林小兰ꎬ周慧卿.广东省 ２ 所高校 ９０８ 名女生月经初潮年龄

及痛经状况调查[Ｊ] .中国校医ꎬ２０１０ꎬ２４(１１):８６９－８７０.
[１７] 麦锦城.广州市 ２００５ 年汉族学生性发育状况分析[ Ｊ] .中国学校

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５):５２４－５２５.
[１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Ｓ Ｄꎬ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Ｖꎬ ＭＡＤＤＥ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ｅｃｈｉｄｎａｓ[ Ｊ] . Ａｎｉｍ Ｒｅｐｒｏｄ Ｓｃｉꎬ２００７ꎬ９７
(１－２):１１４－１２７.

[１９] ＣＨＡＮＧ Ｃ Ｊꎬ ＬＡＩ Ｍ Ｍꎬ ＬＩＮ Ｃ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ａｔ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Ｊ] . Ｏｂ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ꎬ２０１５ꎬ９(１９):１－９.

[２０] 雷小敏ꎬ宋玲. 月经初潮年龄及相关因素分析[Ｊ] .中国妇幼保健ꎬ
２００９ꎬ２４(２８):３９３６－３９３９.

[２１] ＬＵ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ＤＵ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ａｔ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ＦＬＤ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ｉｆｅ[Ｊ] . Ｊ Ｄｉａｂ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３):１７５３
－１７５９.

[２２] 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Ｒ Ｅ. Ａｓｐａｒｔ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２(６):１６１７－１６１８.

[２３] 管秀雯.一项关于月经初潮年龄与罹患结直肠癌风险相关性的系

统评价[Ｊ]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１(１):６４.
[２４] 胡虞志ꎬ余毅震ꎬ王礼桂.２２ 市少女月经初潮年龄及性心理行为调

查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１９９５ꎬ１６(１):２－４.
[２５] 侯如兰ꎬ王维清ꎬ高小雁ꎬ等.西安市中小学生性发育调查与心理

卫生咨询[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１９９２ꎬ１３(６):３５２－３５４.
[２６] 冯俊.五至八年级学生性发育体验与自尊的关系[ Ｄ]. 沈阳:沈阳

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９

２７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