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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邯郸城乡小学生身体形态、体成分、骨密度现状ꎬ为指导小学生合理营养膳食提供参考ꎮ 方法　
使用身高计、电子秤、围度尺、韩国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７０ 体成分分析仪、韩国 Ｏｓｔｅｏｐｒｏ 超声骨密度仪ꎬ对邯郸市实验小学、曙光小学和

邯郸市下属县管辖的乡镇孔村小学、刘村小学、潘村小学的 ９１６ 名 １２ 岁小学生进行身体形态、体成分和骨密度测定ꎮ 结果

身体形态指标城市男女生的平均身高(男 １５４ ７３ ｃｍꎬ女 １５４ ５６ ｃｍ)、体重(男 ４５ ３４ ｋｇꎬ女 ４３ ０７ ｋｇ)、胸围(男 ７４ １８ ｃｍꎬ
女 ７３ ０４ ｃｍ)均高于乡村同性别学生的身高(男 １５０ ３１ ｃｍꎬ女 １５１ １７ ｃｍ)、体重(男 ４２ ０８ ｋｇꎬ女 ４０ ８０ ｋｇ)、胸围(男 ７０ ３７
ｃｍꎬ女 ７０ ５２ ｃｍ)(Ｐ 值均<０ ０１)ꎬ腰围城市女生(６３ ５１ ｃｍ)低于乡村学生(６５ ２８ ｃｍ) (Ｐ<０ ０５)ꎬ城市男生(６６ ８５ ｃｍ)腰

围略高于乡村学生(６６ ５２ ｃｍ)(Ｐ>０ ０５)ꎮ 体成分指标城市男女生的平均蛋白质(男 ６ ５４ ｋｇꎬ女 ４ ８１ ｋｇ)、矿物质(男 ２ １４
ｋｇꎬ女 １ ８８ ｋｇ)、体脂肪含量(男 ９ ７５ ｋｇꎬ女 １１ ４４ ｋｇ)、体脂肪百分比(男 ２１ ５０％ꎬ女 ２６ ５６％)均高于乡村同性别学生(Ｐ
值均<０ ０１)ꎬ城市男女生的水分(男 ２４ ０５ ｋｇꎬ女 ２１ ５１ ｋｇ)、骨骼肌含量(男 １５ ８２ ｋｇꎬ女 １３ ２６ ｋｇ)、骨骼肌百分比(男

３４ ８９％ꎬ女 ３０ ７８％)低于乡村同性别学生(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骨密度指标城市男女生的平均骨质疏松指数(男 ５４ １７ꎬ女
５６ ４６)、超声速度(男 １ ３７４ ５１ ｍ / ｓꎬ女 １ ３８６ ７２ ｍ / ｓ)、Ｚ 值(男 １ ４８ꎬ女 １ ５９)均高于乡村同性别学生(Ｐ 值均<０ ０１)ꎮ 结

论　 乡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ꎬ生长发育相对迟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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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９

　 　 青春发育期分为青春早期(９ ~ １２ 岁)、青春中期

(１３ ~ １６ 岁)、青春晚期(１７ ~ ２０ 岁)３ 个阶段[１－２] ꎮ 青

春早期随着人体第二性征发育的开始ꎬ身体进入全面

生长发育的旺盛时期ꎬ在此期间ꎬ身高、体重、体成分、
骨密度等指标获得较快发展ꎬ发展的优劣程度直接影

４０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响成年后的身体健康水平[３] ꎮ １２ 岁正处于青春早期

的结束阶段ꎬ检测此时人体生长发育现状具有重要价

值[４] ꎮ 因此ꎬ笔者在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对邯郸城乡 １２ 岁

小学生身体形态、体成分及骨密度进行测量ꎬ以分析

当前城乡小学生生长发育现状ꎬ指导该年龄小学生生

长发育应注意的问题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选择邯郸市实验小学、曙光小学的

４９９ 名(男生 ２５９ 名ꎬ女生 ２４０ 名) １２ 岁小学生(城市

组)和邯郸市下属县管辖的乡镇孔村小学、刘村小学、
潘村小学的 ４１７ 名(男生 ２１９ 名ꎬ女生 １９８ 名)１２ 岁小

学生(乡村组)为对象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体形态测定　 身高使用赛翱身高计测量ꎬ要
求受试者赤足、脱帽ꎬ背对身高计立柱ꎬ立正姿势站在

身高计的底板上ꎬ脚跟、骶骨部及两肩胛间紧靠身高

计立柱ꎻ测量者站在被测量人的左侧ꎬ将头部调整到

耳屏上缘与眼眶下缘的最低点齐平ꎬ再移动身高计的

水平板至被测量人的头顶ꎬ使松紧适当ꎬ即可测量出

身高ꎬ准确到 ０.１ ｃｍꎮ 体重使用多利科精准电子秤测

量ꎬ要求受试者赤足、脱帽ꎬ只穿短衣裤ꎬ自然站立在

体重秤踏板中央ꎬ保持身体稳定ꎻ测量者站在被测量

人的左侧ꎬ待数据稳定后记录数据ꎬ准确到 ０.１ ｋｇꎮ 胸

围、腰围使用 Ｍｙｏｔａｐｅ 围度尺进行测定ꎬ要求受试者穿

紧身短衣裤ꎬ测量者站在被测量人的左前方ꎮ 胸围在

乳头上缘沿水平面经腋下围绕躯干ꎬ于正常呼气末进

行测量ꎻ腰围在腋中线髂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

线的中点ꎬ于正常呼气末测量ꎻ准确到 １ ｃｍꎬ测试人员

均经过专业培训ꎮ
采用韩国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７０ 人体成分分析仪进行测定

体成分ꎬ利用生物电阻抗原理ꎬ可精确地测量出人体

水分、蛋白质、矿物质、骨骼肌、体脂肪含量等指标ꎮ
要求受试者赤足、脱帽ꎬ只穿短衣裤ꎬ自然站立在体成

分分析仪测试台上ꎬ保持身体稳定进行测试ꎮ
采用韩国 Ｏｓｔｅｏｐｒｏ 超声骨密度仪进行测定骨密

度ꎬ利用定量超声波原理ꎬ对跟骨进行测定ꎬ可精确地

测量出 ＯＩ(骨质疏松指数)、ＳＯＳ(超声速度)、Ｚ 值(与

同龄同性别人群平均值比较所得相对值)ꎮ 要求受试

者坐位ꎬ右足赤足放置于骨密度仪测试板上ꎬ保持身

体稳定进行测试ꎮ 本研究统一选取研究对象右足跟

骨进行了测定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对城乡同性别间小学生测试数据使

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 ｔ 检验处理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身体形态　 城乡小学生身体形态各指标比较ꎬ除
男生腰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ꎬ其他男女生

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身高、体
重、胸围城市学生远高于乡村同性别学生ꎬ腰围城市

男生稍高于乡村男生ꎬ但城市女生低于乡村学生ꎮ 见

表 １ꎮ
２.２　 体成分　 蛋白质、矿物质、体脂肪含量、体脂肪百

分比城市学生远高于乡村同性别学生ꎬ骨骼肌含量、
骨骼肌百分比、水分量城市学生远低于乡村同性别学

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城乡小学生身体形态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城乡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胸围 / ｃｍ 腰围 / ｃｍ
男 城市 ２５９ １５４.７３±５.７６ ４５.３４±４.６１ ７４.１８±４.４２ ６６.８５±６.２３

乡村 ２１９ １５０.３１±４.７９ ４２.０８±５.１９ ７０.３７±４.８２ ６６.５２±５.０２
ｔ 值 ５.４４８ ２.６５８ ５.３２９ ０.７５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５

女 城市 ２４０ １５４.５６±５.０８ ４３.０７±５.１７ ７３.０４±４.９１ ６３.５１±５.７５
乡村 １９８ １５１.１７±５.１０ ４０.８０±４.４１ ７０.５２±５.０５ ６５.２８±６.０４

ｔ 值 ４.４５６ ２.６８１ ４.４２３ －１.９８９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表 ２　 不同性别城乡小学生体成分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城乡 人数 统计值 蛋白质 / ｋｇ 矿物质 / ｋｇ 骨骼肌 / ｋｇ 骨骼肌百分比 / ％ 体脂肪 / ｋｇ 体脂肪百分比 / ％ 水分量 / ｋｇ
男　 城市 ２５９ ６.５４±１.０６ ２.１４±０.２３ １５.８２±２.５２ ３４.８９±３.９２ ９.７５±４.７７ ２１.５０±７.２６ ２４.０５±３.５２

乡村 ２１９ ５.０７±０.８９ １.３２±０.２１ １７.４８±２.４１ ４１.５３±３.７３ ８.０５±４.３１ １９.１３±６.７０ ２６.４６±４.８１
ｔ 值 ９.７０６ １３.７１６ －２.６８５ －１３.０１５ ３.０５１ ７.１７８ －９.３３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女　 城市 ２４０ ４.８１±０.７２ １.８８±０.１８ １３.２６±１.８７ ３０.７８±３.６６ １１.４４±４.１７ ２６.５６±９.８１ ２１.５１±３.５４
乡村 １９８ ３.５７±０.６１ １.１９±０.２１ １５.３７±２.０６ ３７.６７±３.４５ １０.０９±４.６２ ２４.７３±７.０４ ２３.７８±５.６２

ｔ 值 １３.１１０ １７.２９７ －２.７５１ －１０.０７４ ３.１０７ ６.８８４ －６.１２５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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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骨密度　 城乡小学生骨密度各指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ＯＩꎬＳＯＳꎬＺ 值城市学生均高

于乡村同性别学生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城乡小学生骨密度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城乡 人数 统计值 ＯＩ ＳＯＳ / (ｍｓ－１) Ｚ 值
男　 城市 ２５９ ５４.１７±４.２８ １ ３７４.５１±１４.１４ １.４８±０.７９

乡村 ２１９ ５１.３１±３.７３ １ ３６６.４２±１２.４３ １.１７±０.８５
ｔ 值 ７.０１８ ２.０６７ ３.８４６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女　 城市 ２４０ ５６.４６±４.６９ １ ３８６.７２±１３.７２ １.５９±０.９８
乡村 １９８ ５２.８１±４.３９ １ ３７１.１３±１２.４１ １.１６±０.８４

ｔ 值 ５.９３４ ３.４１５ ９.７９２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身体形态指标是反映人体生长发育速度、营养状

况的重要依据[５－６] ꎮ 其中身高是反映人体长度、骨骼

生长发育情况的重要指标[７] ꎻ体重能够代表人体骨

骼、肌肉、皮下脂肪、内脏重量及其生长发育的综合情

况[８] ꎻ胸围可以较好反映人体胸部肌群、肺部、胸廓的

发育程度[９] ꎻ腰围能够反映人体腹腔脂肪积聚程度ꎬ
是判断肥胖类型的重要指标[３] ꎮ 身高、体重、胸围常

被作为反映生长发育水平的典型指标[１０] ꎮ 本研究表

明ꎬ乡村 １２ 岁男女生的身高、体重、胸围均小于城市同

性别学生ꎻ腰围城市男生稍高于乡村学生ꎬ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城市女生低于乡村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由此可见ꎬ当前乡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仍远落

后于城市学生ꎮ 原因可能仍与城乡发展水平有关ꎬ城
乡的经济收入、父母的教育水平、育儿知识、生活环境

文化差异、日常饮食营养搭配差异等均是造成城乡学

生生长发育水平不同的重要因素ꎮ １２ 岁城市女生腰

围远低于乡村女生的原因就可能是当前城市女性更

为关注自身形体影响的结果ꎮ 王劼等[１１] 对乡村学生

营养情况调查显示ꎬ能量摄入量普遍不足ꎬ均未超过

９０％ＲＮＩ(推荐摄入量)ꎻ能量来源比例也不合理ꎬ蛋白

质供能比例不足ꎬ均低于 ８０％ＲＮＩꎬ但碳水化合物供能

比较偏高ꎮ 说明乡村学生饮食不合理ꎮ
体成分是指人体内蛋白质、矿物质、骨骼肌、脂

肪、水分等构成的比例ꎬ人体健康与组成成分有很大

的关系ꎬ体成分不均衡ꎬ可能导致肥胖、营养不良、骨
质疏松等多种疾病[１２] ꎮ 本研究表明ꎬ乡村学生的蛋白

质、矿物质、脂肪含量、体脂百分比低于城市学生ꎬ水
分、骨骼肌含量、骨骼肌百分比高于城市学生ꎮ 蛋白

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ꎬ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人体组织更新和修复的主要原料[１３] ꎬ蛋白质含量的

多少是反映人体营养状况、身体发育和健康程度的主

要指标[１４] ꎮ 矿物质又称无机盐ꎬ是人体内无机物的总

称[１５] ꎬ对人体的作用几乎涵盖肌体所需要的各个方

面[１６] ꎮ 矿物质是人体必需的元素ꎬ无法自身产生、合
成ꎬ必须通过膳食进行补充[１７] ꎮ 人体对矿物质的需求

量虽然很少ꎬ但其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的作

用[１８] ꎮ 乡村学生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远低于城市学

生可能正是造成其生长发育落后的重要原因ꎮ 蛋白

质和矿物质摄入充足的城市学生虽然生长发育较好ꎬ
但有些营养过剩ꎬ优越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获得较好营

养的同时ꎬ并没有有效促进其体力活动的增加ꎬ因而

造成其过剩营养转化为脂肪储存ꎮ 乡村生活条件虽

然较差ꎬ但乡村学生仍然会参与一些农务和家务ꎬ在
这一过程中可能使他们脂肪减少ꎬ骨骼肌得到锻炼和

增加ꎮ 城市学生脂肪含量、体脂百分比高于乡村学

生ꎬ而骨骼肌含量、骨骼肌百分比低于乡村学生ꎮ 人

体水分含量与机体的新陈代谢及功能有着密切的关

系[１９] ꎮ 水分主要储存于骨骼肌当中ꎬ健康骨骼肌水分

含量占 ７３.３％[２０] ꎮ 水含量与体内骨骼肌含量成正比ꎬ
与脂肪含量成反比ꎬ脂肪组织含水量很少[２１] ꎮ 由于乡

村学生骨骼肌含量较高ꎬ水分含量也较高ꎬ因此ꎬ当前

对于城市学生ꎬ重点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量ꎬ增加

体育活动ꎬ使脂肪含量得到控制、骨骼肌含量得到增

加ꎻ对于乡村学生ꎬ重点是提高膳食中蛋白质的摄入

量ꎬ并增加矿物质的合理补充ꎮ
骨密度是指骨组织的物理密度ꎬ反映骨组织的骨

量或矿化水平ꎬ是衡量和评价骨组织健康水平关键指

标之一ꎬ也是影响骨生物力学指标及性能的重要因

素[２１] ꎮ 青春期正是人体骨量迅速增加的关键时期ꎬ一
生中有 ４０％ ~ ６０％的骨质是在此时期沉积[２２] ꎬ这一时

期的骨密度会直接影响生长发育进程和成年后的骨

密度峰值水平[２３] ꎮ 因此ꎬ本研究对城乡学生进行了骨

密度测试ꎬ测试部位为右足“跟骨”ꎬ跟骨含有大量骨

松质ꎬ对骨质变化有较高敏感性ꎬ而且跟骨两侧面接

近平行ꎬ顺应性良好ꎬ软组织覆盖少ꎬ可有效减少测量

误差[２４] 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城市男、女生跟骨的 ＯＩꎬ
ＳＯＳꎬＺ 值均高于同性别乡村学生ꎮ ＳＯＳ(超声速度)、
ＯＩ(骨质疏松指数)和 Ｚ 值(与同龄同性别人群平均值

比较所得相对值) 越大越好ꎬ说明骨密度越高[２５] ꎮ
Ｓｌｅｍｅｎｄａ 等[２６]把青春期定义为骨骼矿物质积累最关

键的时期ꎬ这一时期获得充足骨质ꎬ会使生命后期患

骨质疏松的风险大大降低ꎮ 乡村学生骨密度较低ꎬ不
但影响其生长发育水平ꎬ而且会增加其生命后期患骨

质疏松的风险ꎬ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乡村发展水平较

低ꎬ营养不足所致ꎮ
总的来看ꎬ当前乡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仍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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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生ꎮ 乡村学生在生活条件有限的情况下ꎬ如果

肉类蛋白、奶类蛋白无法满足ꎬ应注意有意识的增加

豆制品的摄入ꎮ 豆制品中蛋白质、矿物质较多ꎬ是膳

食蛋白质、钙的良好来源ꎬ有利于骨的形成ꎬ较好促进

其生长发育水平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白英龙ꎬ李春涛ꎬ翟玲玲ꎬ等.青春早期男童体成分与骨龄及性发

育关系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８ꎬ２９(４):２９７－２９８.

[２] 　 郑澄宇ꎬ杨冬梓.青春期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与生理特点[ Ｊ] .实

用妇产科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６(１２):８８１－８８３.

[３] 　 谢亮亮ꎬ朱荣ꎬ滕青.温州市青春发育期学生身体形态、体力活动

的调查与分析[Ｊ] .浙江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１):１０６－１１０.

[４] 　 刘加昌ꎬ欧阳巧洪ꎬ张瑾ꎬ等.北京市区与郊区 １２－ １４ 岁男女学生

骨密度的调查[Ｊ] .实用放射学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１(６):６２３－６２４.

[５] 　 阿力木江依米提塔尔肯ꎬ李谦ꎬ孙剑ꎬ等.新疆维吾尔族中小

学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身体形态变化趋势分析[ 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

２０１６ꎬ３２(８):１０８１－１０８４.

[６] 　 崔丽巍ꎬ肖志汉ꎬ张弘颖.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中小学生

身体形态变化趋势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 １０):１５７２－

１５７４.

[７] 　 王姿欢ꎬ杨琦ꎬ王付曼ꎬ等.九城市学龄前儿童身高生长状况调查

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２):１４１－１４３.

[８] 　 赵平花.山西省 ７ ~ ２２ 岁汉族学生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身体形态特征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４):５４６－５４９.

[９] 　 吴张宜.福建省学生身体形态与机能现状分析[ Ｊ] .福建体育科

技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１０):５１－５３.

[１０] 季成叶ꎬ胡佩瑾ꎬ何忠虎.中国儿童青少年生长长期趋势及其公共

卫生意义[Ｊ]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０７ꎬ３９(２):１２６－１３１.

[１１] 王劼ꎬ霍军生ꎬ孙静ꎬ等.学龄农民工子女膳食营养状况及评价

[Ｊ] .现代食品科技ꎬ２００９ꎬ２５(８):９６７－９７０.

[１２] 郭见平ꎬ尹海滨ꎬ牛英群.体育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骨密度和体成

分比较[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１１):１３３８－１４４０.

[１３] 吴志文.篮球运动与营养补充[Ｊ] .当代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４ꎬ４(１２):１５
－１７.

[１４] 马俊ꎬ张霈ꎬ杨丽然ꎬ等.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成分特征[ Ｊ] .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４(６):１２５－１２７.

[１５] 居媛媛ꎬ王祥权ꎬ孙超.四川省高水平散打运动员减体重期膳食营

养状况调查[Ｊ] .四川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５):４４－４５.

[１６] 唐锡麟.儿童少年生长发育[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５７.

[１７] 王建明.运动员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合理补充[ Ｊ] .冰雪运动ꎬ２０１２ꎬ

３４(２):６０－６３.

[１８] 葛可佑ꎬ史奎雄ꎬ翟凤英.中国营养科学全书[ 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ꎬ２００４:１７９－１８５.

[１９] 王维群ꎬ徐梅芬ꎬ周永平.营养学[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９２.

[２０] 吴琪ꎬ张勇ꎬ赵敏ꎬ等.某部战士和大学生体成分的比较研究[ Ｊ] .

转化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５(４):２２６－２２９.

[２１] 尹海滨.武术桩功练习对老年人骨密度和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影

响[Ｊ]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５):４７９－４８１.

[２２] 王艳ꎬ叶如ꎬ马楚虹.青春期学生骨密度变化的调查研究[ Ｊ] .辽宁

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３ꎬ３５(５):３９－４１.

[２３] 唐咏梅ꎬ周会ꎬ朱骄峰ꎬ等.唐山市 ６３４ 名小学生超声波骨密度水

平及其相关因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８ꎬ２９(７):６１７－６１８.

[２４] 刘昭强ꎬ施纯志ꎬ刘英杰.厦门市机关工作人员跟骨密度测量与评

价[Ｊ] .体育科学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３２(２):６８－７４.

[２５] 杨恋ꎬ俞政涛ꎬ高丹华ꎬ等.超声骨密度仪高精度测量技术的研究

[Ｊ] .北京生物医学工程ꎬ２０１４ꎬ３４(２):１６７－１７１.

[２６] ＳＬＥＭＥＮＤＡ Ｃ Ｗꎬ ＲＥＩＳＴＥＲ Ｔ Ｋꎬ ＨＵＩ 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ｖａｒ￣

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１９９４ꎬ１２５(２):２０１－２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上接第 ７０３ 页)
[１５] ＳＡＤＥＧＨＩ Ｓꎬ ＦＡＲＡＪＺＡＤＥＧＡＮ Ｚꎬ ＫＥＬＩＳＨＡＤ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Ｉｎｔ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５(１４):Ｓ８３－Ｓ９６.

[１６] ＴＯＬＤＯＳ Ｍ Ｐ. Ｓｅｘ ａｎｄ 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Ａｇｇｒｅｓ Ｂｅ￣

ｈａｖꎬ２００５ꎬ３１(１):１３－２３.

[１７] ＴＡＰＰＥＲ Ｋꎬ ＢＯＵＬＴＯＮ Ｍ Ｊ.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ｖｅｒｂａｌ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Ａｇｇｒｅｓ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０４ꎬ３０(２):１２３－１４５.

[１８] ＢＡＴＡＮＯＶＡ Ｍꎬ ＬＯＵＫ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ａ￣

ｔｈｙꎬ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Ｊ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１１):１８９０－１９０２.

[１９] 钟杰ꎬ李波ꎬ钱铭怡.自尊在大学生人格、羞耻感与心理健康关系

模型中的作用研究[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０(４):２４１
－２４５.

[２０] ＬＥＷＩＳ Ｈ Ｂ. Ｓｈａｍ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ｔ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ꎬ

１９７１ꎬ５８(３):４１９－４３８.

[２１] ＥＬＩＳＯＮ Ｊꎬ ＧＡＲＯＦＡＬＯ Ｃꎬ ＶＥＬＯＴＴＩ Ｐ. Ｓｈ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Ａｇｇｒｅｓ Ｖｉｏｌ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４ꎬ１９ ( ４):４４７ －

４５３.

[２２] 赵宇ꎬ陈健芷ꎬ刘勇ꎬ等.无聊倾向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特质

愤怒和冲动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

２３(２):３１２－３１６.

[２３] 孙红ꎬ于洋ꎬ王春燕ꎬ等.青少年自尊与攻击的关系:嫉妒的中介作

用[Ｃ] / / 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ꎬ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７０７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