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０２６９７)ꎮ
【作者简介】 　 宋赟(１９９３－　 )ꎬ女ꎬ安徽蚌埠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ꎮ
【通讯作者】 　 任玲玲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ｇｌｒｅｎ＠ 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４

青少年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相关性分析

宋赟１ꎬ李泸秀２ꎬ许媛媛１ꎬ郭欣３ꎬ任玲玲２

１.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ꎻ
２.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检验与检疫学系ꎻ３.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的体脂含量及其分布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相关性ꎬ为研究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机

制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上旬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北京某地区 ２ 所小学三四年级女生和四五年级男生及 ２
所中学八九年级男女生共 １ ５２７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ꎮ 对参与者的一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ꎬ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体成分对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影响ꎮ 结果　 在 １ ５２７ 名受试者中 １７７
名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ꎬ检出率为 １１.６％ꎬ女生为 １２.２％ꎬ男生为 １１.０％ꎮ 参与者的上臂、肩胛及腹部皮褶厚度的平均值分别

为(１５.２±４.８ꎬ１３.４±６.３ꎬ１４.６±６.６)ｍｍꎬ体脂及总脂肪含量平均值为(２２.２±６.２ꎬ１１.２±６.２)ｋｇ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ꎬ
控制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之后ꎬ上臂部皮褶厚度(ＯＲ ＝ ２.０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６ ~
３.２７)、肩胛部皮褶厚度(ＯＲ ＝ ２.１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３２ ~ ３.４６)、腹部皮褶厚度(ＯＲ ＝ ２.０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６ ~ ３.３１)、体脂含量(ＯＲ ＝
１.８８ꎬ９５％ＣＩ＝ １.１７~ ３.０２)和总脂肪重(ＯＲ＝ ２.０８ꎬ９５％ＣＩ＝ １.３１~ ３.３２)与女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ꎻ而男生肩胛部皮

褶厚度(ＯＲ＝ １.９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６ ~ ３.１０)与其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ꎮ 结论　 体脂含量过高及体脂分布与儿童青少年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具有相关性ꎬ并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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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儿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期ꎬ是生长发育
至关重要的阶段ꎮ １９ 世纪末以来ꎬ欧美等国家的儿童
青春发动时相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前[１] ꎮ 近年来ꎬ中国

的研究表明ꎬ中国儿童的青春发动时相也呈提前趋
势[２] ꎮ 据报道ꎬ肥胖可能会导致女生青春发动时相提
前[３－５] ꎮ 但在男生中ꎬ尚未有明确证据表明肥胖与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有关ꎬ甚至有研究发现肥胖可能导致
青春发动时相延迟[６] ꎮ 在大部分研究中都采用身体
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判定是否肥胖ꎬＢＭＩ
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人体实际脂肪含量[７] ꎮ 通过皮褶
厚度估计皮下脂肪的含量ꎬ能够更准确的判定是否肥
胖[８]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上旬对北京市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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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横断面调查ꎬ探讨儿童青少年体成分与青春发动
时相提前的关联性ꎬ并比较其是否有性别差异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上旬采取立意抽样的方
法ꎬ以北京市某地区 ２ 所小学三四年级女生、四五年级
男生和 ２ 所中学的八九年级男、女生为调查对象ꎬ每所
学校男、女生抽取不少于 ２００ 名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７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５２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９.８％ꎮ 其
中女生 ７４７ 名ꎬ男生 ７８０ 名ꎮ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１２.１±２.４)岁ꎬ女生为(１１.５±２.６)岁ꎬ男生为(１２.６±
２.０)岁ꎮ 该研究得到了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ꎬ所有调查对象及家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信息　 包括年龄、性别、独生子女、家庭经
济状况、父母亲文化程度ꎮ
１.２.２　 青春发动时相　 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等[９] 编制的«青
春发育量表» (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ＰＤＳ) 用于
评价青春发动时相ꎮ 五年级以下采用父母量表ꎬ五年
级及以上采用自我评价量表ꎮ 该问卷分为男生问卷
与女生问卷ꎬ其中男女生问卷相同的指标包括:身高
突增情况、体毛生长情况、皮肤变化ꎮ 女生问卷的其
他指标包括乳房发育和月经情况ꎬ男生问卷的其他指
标包括变声和胡须增长情况ꎮ 除月经是否来潮外ꎬ其
余项目按“尚未开始”(１ 分)、“刚刚起步”(２ 分)、“肯
定开始”(３ 分)、“似乎完成” (４ 分)评分ꎻ月经按“已
经来潮”(４ 分)、“尚未来潮”(１ 分)评分ꎬ计算 ＰＤＳ 平
均分ꎮ 按照不同年龄和性别 ＰＤＳ 得分ꎬ将得分>ｘ＋ ｓ
界定为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ꎬ≤ｘ＋ｓ 界定为青春发动时
相正常ꎮ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ꎬ男生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ꎬ女生量表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２.３　 体格检查及评价方法 　 皮褶厚度由严格培训

后的体检人员使用统一的皮褶卡钳测量ꎬ测量的部位
包括:上臂部、肩胛部和腹部ꎮ 测量方法严格按照«儿
童少年卫生学» [１０] 的生长发育测量要求进行ꎬ并根据
测量的数据计算总皮褶厚度(上臂部、肩胛部和腹部
的总和)ꎬ以及利用得到的总皮褶厚度根据有关公
式[１１－１３]计算体脂含量和总脂肪重ꎮ 根据不同性别和
不同年龄组的皮褶厚度、体脂含量和总脂肪重ꎬ将 Ｐ７５

以下划分为较低组ꎬＰ７５及以上划分为较高组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问卷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采用
描述性统计描述一般情况、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体成分和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相关性ꎮ 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 ５２７ 名被试中ꎬ７２.４％(１ １０５ 名)的
参与者是独生子女ꎮ 有 １０.２％(１５６ 名)的参与者来自
中等以下经济家庭ꎬ８０.１％(１ ２２３ 名)的参与者来自中
等经济家庭ꎬ９.７％(１４８ 名)的参与者来自中等以上经
济家庭ꎮ 大于 ４０％的参与者父母教育水平在大专及
以上ꎮ 共有 １７７ 名参与者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ꎬ检出率
为 １１. ６％ꎬ 女生为 １２. ２％ ( ９１ / ７４７)ꎬ 男生为 １１. ０％
(８６ / ７８０)ꎮ 参与者的上臂部、肩胛部、腹部皮褶厚度
的平均值分别为(１５.２±４.８ꎬ１３.４±６.３ꎬ１４.６±６.６) ｍｍꎬ
体脂含量及总脂肪重的平均值为(２２.２±６.２ꎬ１１.２±６.
２)ｋｇꎮ
２.２　 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结果显示ꎬ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存在
正相关性ꎬ并且相关性具有性别差异ꎮ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３ 处皮褶厚度、体脂含量和总脂肪
重更高的女生更容易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ꎻ而男生仅肩
胛部皮褶厚度是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危险因素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人数 上臂部 肩胛部 腹部 体脂含量 总脂肪
男 ７８０ １.２２(０.７２ ~ ２.０８) １.８０(１.１１ ~ ２.９１) ∗ １.２７(０.７７ ~ ２.１０) １.５４(０.９５~ ２.５１) １.５７(０.９７ ~ ２.５５)
女 ７４７ ２.１１(１.３２ ~ ３.３８) ∗∗ ２.２０(１.３７ ~ ３.５３) ∗∗ ２.１１(１.３１ ~ ３.３９) ∗∗ １.９３(１.２１~ ３.０８) ∗∗ ２.１５(１.３５ ~ ３.４０)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控制年龄、是否独生子、家庭经济状况、父母
亲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后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ꎬ上臂部、肩胛部、腹部皮褶厚度与女生青春
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与体脂含量

低的女生相比ꎬ体脂含量高的女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
(ＯＲ ＝ １.８８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７ ~ ３.０２)风险增加ꎻ总脂肪重
高的女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风险是总脂肪含量低女
生的 ２.０８ 倍ꎮ 而对于男生ꎬ仅肩胛部皮褶厚度与其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人数 上臂部 肩胛部 腹部 体脂含量 总脂肪
男 ７４７ １.３０(０.７５ ~ ２.２３) １.９０(１.１６ ~ ３.１０) ∗ １.２９(０.７７ ~ ２.１５) １.５７(０.９６~ ２.５８) １.５９(０.９７ ~ ２.６１)
女 ７８０ ２.０３(１.２６ ~ ３.２７) ∗∗ ２.１４(１.３２ ~ ３.４６) ∗∗ ２.０５(１.２６ ~ ３.３１) ∗∗ １.８８(１.１７~ ３.０２) ∗∗ ２.０８(１.３１ ~ ３.３２)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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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上臂部、肩胛部、腹部皮褶厚度、体

脂含量和总脂肪重更高与女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呈
正相关ꎬ与文献报道结果近似[１４－１８] ꎮ 何春燕等[１４] 报
道ꎬ已初潮女生的 ３ 处皮褶厚度和体脂含量均高于同
龄未初潮女生ꎮ 有研究结果显示ꎬ女生的体脂含量与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１５] ꎮ 国外有研究表明ꎬ总
脂肪含量和女生乳房发育程度呈正相关[１６] ꎮ 美国的
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ꎬ女生的总皮褶厚度越高ꎬ月经
初潮年龄越小[１７] ꎮ Ｂｕｙｋｅｎ 等[１８] 研究也表明ꎬ青春发
育开始前体脂较高会导致女生月经初潮提前ꎮ 而在
丹麦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ꎬ并未发现女生的总皮褶厚
度与乳房开始发育年龄的关联[１９] ꎬ可能与其样本量较
小代表性较差有关ꎮ 对于男生ꎬ只有肩胛部皮褶厚度
更高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呈正相关ꎬ并未发现体脂含
量和总脂肪重与其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关联性ꎮ 在
美国开展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表明男生的睾丸体积与
脂肪含量呈负相关[１６] ꎮ 本文并未探讨体成分与青春
发动时相延迟的关联性ꎬ需要进一步探索ꎮ

儿童青少年的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有一
定的关联性ꎬ并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ꎬ原因可能是由
于脂肪组织具有芳香酶作用ꎬ过多的脂肪组织会导致
雌二醇的外周转化率升高[２０] ꎬ过高的雌二醇水平与女
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有关[２１] ꎮ 同时ꎬ脂肪组织还与胰
岛素抵抗增加有关ꎬ胰岛素抵抗降低性激素结合球蛋
白水平ꎬ从而提高性类固醇激素的生物利用度[２１] ꎬ也
有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ꎮ 也有
证据表明ꎬ脂肪细胞的堆积可以通过脂联素、抗胰岛
素的分泌从而影响青春发动时相提前[２２－２３] ꎮ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长期趋势可能会造成生殖
癌症(如乳腺癌、睾丸癌)、代谢综合征(如 ２ 型糖尿
病)等生理问题及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 [２４－２５] ꎮ
本研究阐明了体脂含量过多可能与女生青春发动时
相提前有关ꎬ因此ꎬ应针对肥胖等危险因素尽早采取
预防措施ꎬ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ꎬ降低体脂含量ꎬ预防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ꎮ 但是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
并不能阐明体成分与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因果关系ꎬ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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