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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熟女童智力自我意识和心理社会适应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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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性早熟对女童智力、自我意识和心理社会适应行为能力的影响ꎬ为防治女童性早熟提供理论依

据ꎮ 方法　 采用中国«韦氏学龄儿童智力量表»修订本、« 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对湖

州市 ４５ 例真性性早熟女童及 ９０ 例正常女童进行智力水平( ＩＱ)、自我意识和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测定ꎬ比较两组儿童的差

别ꎮ 结果　 性早熟女童的智力水平(１１９.８０±１６.３７)分高于正常女童(１０９.９６±１７.１３)分( ｔ ＝ ３.１９ꎬＰ<０.０１)ꎻ性早熟女童的自

我意识总分(５７.９８±６.１４)分低于正常组(６１.６８±５.１６)分( ｔ＝ ３.６８ꎬＰ<０.０１)ꎻ性早熟女童的独立功能因子、认知功能因子、社
会自制因子得分和适应行为商数(ＡＤＱ)均低于正常女童组(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４％的性早熟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行为能力

处于边界水平ꎬ低于正常女童(Ｕ＝ ４.８４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性早熟对女童智力、自我意识和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均有重

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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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１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９９￣０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ｇｉｒｌｓ / ＷＵ 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ｕ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Ｈｕｚｈｏｕ ３１３００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ｇｉｒ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ｎ ｇｉｒ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ｃｈｓｌｅ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Ｑｕｏ￣
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ＩＱ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４５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９０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ｉｒ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ｇｉｒｌｓ  １１９.８０±１６.３７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ｉｒｌｓ  １０９.９６±１７.１３  ｔ ＝ ３.１９ Ｐ<０.０１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ｇｉｒｌｓ  ５７.９８±６.１４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６１.６８±５.１６  ｔ＝ ３.６８ Ｐ<０.０１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Ｑ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ｇｉｒｌ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ｉｒｌｓ  Ｐ<０.０１  ａｎｄ ２４.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ｉｒｌｓ Ｕ＝ ４.８４ Ｐ<０.０１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ｉｒ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ｓｈｏｗ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ｇｏ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 Ｃｈｉｌｄ Ｆｅｍａｌｅ

【基金项目】 　 湖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２ＪＪ０８)ꎻ湖州市卫生局

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１３０６)ꎮ
【作者简介】 　 吴燕(１９８６－　 )ꎬ女ꎬ浙江湖州人ꎬ大学本科ꎬ护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临床护理ꎮ
【通信作者】 　 王春生ꎬＥ￣ｍａｉｌ:ｗｃｓ＠ ｚｊｈ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５

　 　 性早熟是一种生长发育异常性疾病ꎬ已成为儿童

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１] 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环

境的快速变化ꎬ我国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逐渐上升ꎬ
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２－３] ꎮ 国外研究提示性早熟可

导致儿童心理压力增加ꎬ使儿童出现一系列的心理社

会行为问题[４－６] ꎮ 关于性早熟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行

为状况的研究国内报道较少[７] ꎮ 本研究对湖州市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性早熟女童开展调查ꎬ以探讨性早熟对

女童智力、自我意识、行为问题有无影响ꎬ 为其防治提

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湖州市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在各大专科医院被诊断为真性性早熟的 ４５ 名女童ꎬ平
均年龄(８.７７±０.５６)岁ꎮ 诊断标准[８] :８ 岁前出现第二

性征ꎻ 血清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达到青春期水平ꎻ 性

腺增大ꎬ Ｂ 超下卵巢容积≥１ ｍＬꎬ 并可见多个直径

>４ ｍｍ的卵泡ꎻ 线性生长加速ꎻ 骨龄超越年龄≥１ 年ꎻ
血清性激素水平升高至青春期水平ꎮ 对照组儿童按

１ ∶ ２选取门诊的 ９０ 例其他患者ꎬ要求民族、地域一致ꎬ
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相似ꎬ年龄与患儿相

差 ０.５ 岁以内ꎮ 儿童家长接受调查前由调查员向其说

明调查目的ꎬ并签定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对所选取儿童采用相关量表进行现场测

９９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定调查ꎮ 各种测定均严格按指导语进行ꎮ
１.２.１　 智力测定　 采用林传鼎等主修ꎬ２２ 所院校协作

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测试量表»中国修订本( Ｗｅｃｈ￣
ｓｌ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ＩＳＣ－ＣＲ) [９] ꎮ 内容主要包括言语和操作测试 ２ 部

分ꎬ前者包括常识、类同、算术、词汇、理解ꎻ后者包括

填图、排列、拼图、译码ꎬ使用范围为 ６ ~ １６ 岁儿童青少

年ꎮ 将量表各项分测验所得粗分转换为量表分ꎬ言语

分测验量表分相加得言语量表分ꎬ可转换为言语智

商ꎻ操作分测验量表分相加得操作总量表分ꎬ可转换

为操作智商ꎮ 言语量表分与操作量表分相加得全量

表分ꎬ可转换为总智商ꎮ
１.２.２　 自我意识测定 　 采用« Ｐｉｅｒｓ￣ａｒｒｉｓ 儿童自我意

识量表» [１０] ꎬ 分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

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６ 个分量表ꎮ 量表采用正

性计分ꎬ将各分量表各测试项得分相加得各分量得

分ꎻ各分量表得分相加为总分ꎮ 本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６ꎬ分半信度 ｒ ＝ ０.８２ꎬ适用于我国儿童自我意

识评估ꎮ
１.２.３ 　 儿童心理社会适应能力评定 　 应用姚树桥

等[１１]编制的«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进行儿童心理

社会适应行为测定ꎮ 共有 ８ 个分量表ꎬ各项目归类为

独立功能因子、认知功能因子和社会自制因子 ３ 种因

子ꎮ 测定后计算各因子得分和总平均分ꎬ最后算出适

应行为商数(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ꎬＡＤＱ)ꎮ 心理社

会适应行为能力等级划分标准:ＡＤＱ<２５ 分为极度缺

损ꎬ２５ ~ <４０ 分为重度缺损ꎬ４０ ~ <５５ 分为中度缺损ꎬ５５
~ <７０ 分为轻度缺损ꎬ７０ ~ <８５ 分为边界ꎬ８５ ~ <１１５ 分

为平常ꎬ１１５ ~ <１３０ 分为强ꎬ≥１３０ 分为极强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处理和统计分

析ꎮ 定量资料以(ｘ±ｓ)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等

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统计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女童智力测定比较　 性早熟组与正常组女

童智力测试中操作、言语及总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两组女童自我意识比较　 性早熟组与正常组女

童自我意识测试中除焦虑外ꎬ其余各分量表评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两组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行为比较 　 ２４.４％ (１１ /
４５)的性早熟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处于边界水平ꎬ
正常组儿童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处于边界水平的比例

为 ０ꎬ性早熟组与正常组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行为分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 ＝ ４.８４ꎬＰ<０.０１)ꎮ 性早熟组与

正常组女童适应行为评定中独立功能因子、认知功能

因子、社会自制因子、总平均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两组女童 ＡＤＱ 值分别为

(８８.７９±５.２９)(１０５.６１±６.４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５.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１　 性早熟组与正常组女童智力及心理社会适应行为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智力

操作智商 言语智商 总智商

适应行为

独立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自制 总平均分
性早熟 ４５ １２２.５６±１６.８４ １１７.０４±１６.０１ １１９.８０±１６.３７ ４６.００±６.２４ ２１.９８±５.４４ ３１.１３±３.７０ ９９.１±１１.１８
正常组 ９０ １１２.２１±１７.３５ １０７.７１±１６.９９ １０９.９６±１７.１２８ ６１.８６±７.３４ ３１.５０±５.９８ ４１.２９±５.８１ １３４.６４±１３.６１
ｔ 值 ３.３０ ３.０７ ３.２０ １２.４０１ ８.９９ １０.６９ １５.１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２　 性早熟组与正常组女童自我意识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总分
性早熟组 ４５ １１.９１±１.４０ １４.２４±４.２１ ８.５６±２.４６ ５.２２±２.２２ １０.０４±１.２６ ８.００±１.６５ ５７.９８±６.１４
正常组 ９０ １４.２９±１.５２ １０.２９±２.１１ １１.４４±１.７２ ５.９９±２.８１ １０.５９±１.２４ ９.０８±１.６２ ６１.６８±５.１６
ｔ 值 ８.７９ ７.２８ ７.９３ １.６０ ２.３９ ３.６２ ３.６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性早熟女童智力高于正常女童ꎬ与乔

晓红等[１２]研究报道相似ꎬ且与自我意识中的智力与学

校情况评估结果相一致ꎮ 国外有研究认为ꎬ性早熟对

于儿童早期智力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１３] ꎮ 但是ꎬ性
早熟儿童早期至青春期智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值

得进一步开展与正常儿童的对比研究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性早熟女童自我意识水平总体

低于正常儿童ꎮ 除焦虑外ꎬ性早熟女童自我意识的其

他方面与正常儿童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特别是行

为、躯体外貌与属性方面自我评价低于正常女童ꎮ 婴

儿期自我意识开始萌芽ꎬ至青春期趋于成熟ꎮ 自我意

识是儿童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ꎬ是个人完

善人格特征、实现社会化的重要保证ꎮ 国内有学者发

现ꎬ儿童发育过程中受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ꎬ使自我

意识出现不良倾向ꎬ会对儿童的行为、学习和社会能

力造成不良影响ꎬ 甚至影响其人格发展[１４－１５] ꎮ 因此

早期关注和开展性早熟女童自我意识发展的干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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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重要意义ꎮ
真性性早熟亦即中枢性性早熟ꎬ是由下丘脑－垂

体－性腺轴激活诱使青春期提前启动ꎬ导致儿童体内

性激素水平升高ꎬ并超出该年龄段正常标准的一种疾

病[１６] ꎮ 患儿骨骼较正常儿童提前成熟ꎬ导致患儿在形

体上较同龄人有很大差别ꎬ极易引起儿童心理行为问

题发生ꎬ对其日常学习及生活带来严重影响[１７] 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ꎬ性早熟女童心理社会适应行为各因子得

分和总平均分、ＡＤＱ 值均低于正常儿童ꎬ有近 ２４.４％
的性早熟女童位于“边界”水平ꎬ高于正常儿童ꎮ 可见

性早熟女童的心理社会适应行为能力较正常儿童低ꎬ
提示性早熟对女童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危害ꎮ 邓英华

等[１８－１９]研究亦发现我国性早熟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异

常率高于健康儿童ꎬ甚至发现其严重程度更为重ꎮ 儿

童心理行为问题一旦出现ꎬ不仅对童年时期生长发育

产生影响ꎬ还影响其社会化程度ꎬ增加成年期精神疾

病、违法犯罪、适应不良等风险ꎮ 国外有研究认为ꎬ性
早熟女童较同年龄段的男童更容易发生性行为、精神

疾病、物质滥用、社交孤立、违法犯罪等行为ꎬ若通过

合理的引导ꎬ心理行为问题在成年期可得到很好的改

善[２０] ꎮ 但总体来看ꎬ国内外对性早熟儿童心理行为方

面研究较少ꎬ目前对于患儿如何恢复到相应的心理状

态ꎬ使其达到身心健康一致的发展ꎬ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２１] ꎮ 在实际工作中不应只关注性早熟对儿童生

长发育的影响ꎬ还应重视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ꎬ为其

实施合理的认知行为干预ꎬ帮助解决心理行为上存在

的问题ꎬ对促进患儿身心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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