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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６省普通有生育力男性精液质量
与年龄关系研究
崔元起高尔生周维谨武俊青袁伟
【摘要】

目的探索中国普通有生育力男性精液指标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对象

为中国６个省２０～５９岁一般有生育力男性９４６名，现场手工检测精液质量，利用结构式问卷收集
研究对象相关信息。采用趋势Ｚ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利用总体均数９５％ＣＩ给出中国各年
龄组精液指标正常值范围。结果随着年龄增长，精子活力合格率和精子存活合格率均呈明显

下降趋势，＜３０岁组为５５．７％和９７．３％，而５０—５９岁组分别仅为２１．９％和９０．３％。调整研究巾心和
禁欲时间后，未发现精液量与年龄之间的显著变动关系，其余精液指标在不同年龄组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和正常形态精子率４０～岁组和５０．５９岁组均显著低于＜３０岁及
３０～岁组，精子存活率５０～５９岁以上组显著低于其他３个年龄组，精子活力５０一５９岁组也显著低
于４０一岁组。结论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精液质量下降，评价精液质量应考虑男性年龄因素的
影响。

【关键词】有生育力；精液质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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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男性生精能力可以保持到高龄，８０岁时大

别并不十分显著，主要表现为射精鼍减少、精子活力

约仅５０％完全丧失生育力。近年来，关于男性精液

低下及精浆果糖浓度降低等ｎ。１。也有研究显示，中

质量与年龄关系，各研究之间结论不尽相同。有研

老年男性精子活动力和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低于年

究认为，老年男性精液各项指标与青年男性相比，差

轻男子，而精液量和精子密度在不同年龄组间是否

有差异还存在争议㈨１。有报道在８３３例牛育力正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９９０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０３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崔元起）：上海市
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高

常的男性中未观察到任何与年龄相关的精子密度
变化…；而有研究发现４１～４５岁组精子密度明显高
于年轻各组＂１；年龄和精子密度呈负相关哺１。为此本

尔生、周维谨、武俊青、袁伟）

研究对普通有生育力男性精液指标与年龄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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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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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２０～岁、３０～岁、４０～岁和５０～５９岁组），发现
对象与方法

３０～岁和４０～岁组的人数比例稍高一些，分别为

１．研究现场及对象：本研究经上海市计划生育

２９．１％和２８．６％，而２０～岁和５０～５９岁年龄组对象

科学研究所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自２００１年１月起

的比例较低，分别为１９．６％和２２．７％。农村对象的比

在中围６个省（河北、山西、贵州、浙江、河南和山东）

例稍高于城镇，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１．５％和４８．５％。职

的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由各省计划生育科研所通

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占７９．７％。

过广告招募志愿者，按照拟定的筛选表筛选合格的
对象，在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本研究。对象

２．精液指标概况：研究对象精液指标的均值、标
准差、四分位间距、符合ＷＨＯ标准率见表ｌ。

入选标准：年龄２０～５９岁；同意禁欲３～６ ｄ提供２份

表１

精液标本（２次间隔７～３０ ｄ）；同意提供１份血液标

６省９４６名研究对象的精液质量指标

指标蛩譬黼…ＷＨＯ翁

本；愿意接受问卷调查并参加本研究。对于下列情
况予以排除：有泌尿生殖器疾患史者；有结核病史
者；患肾脏、心脑血管等严重全身慢性疾病者；调查
前３个月内患有严重的急性疾病者；精索静脉曲张
Ⅱ度及以上者；最近１年内从事高温作业或者接触
有机溶剂作业者、农药职业接触者以及重金属职业
接触者。研究共招收合格对象１１９１名，将其中曾使
自己的配偶（或女朋友）妊娠的９４６名作为本次研究
对象。

３．精液指标与年龄的关系：

２．常规精液检测：采用手淫法采精液，每次采精

（１）不同年龄组的精液指标合格率：趋势ｆ检验

液前禁欲３～６ ｄ。按照ＷＨＯ推荐的标准方法《人类

发现，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正常形态率二三指标的

精液及精子一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

合格率与年龄组之间无趋势变动关系。精子活动

３版（１ ９９２）进行手工检测。本研究统一试剂、方法和

力、精子存活率两指标合格率与各年龄组之间存在

标准；固定专门检测人员、分析人员现场测定精液标

显著趋势变动关系，随着年龄增大，两指标合格率呈

本，每份标本至少测定２次，若２次测定的误差＜

明显下降趋势；具体合格率见表２。

５％，则取其平均数；若２次测定值＞５％，则要求测量
第３次，取２次接近值的平均数；标本保留备查。由
于２次采精液各指标结果差异不大阳】，且２次采精液
缺失较多，故本研究采用第１次精液检查结果。

６省９４６名研究对象不同年龄组精液指标合格率（％）

表２

及趋势检验

专髯精液量嚣薯雾煞馏
＜３０

７９．５

９７．３

５５．７

９７．３

８８．５

３０—

８０．０

９６．０

５４．２

９６．４

８７．５

４０—

７７．５

９７．８

３７．３

９６．３

８７．１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ｆ检验精液指标合格率与年龄组之间

５０—５９

７８．６

９６．７

２１．９

９０．３

８４．１

是否存在趋势变动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年

趋势ｆ值０．２

６９．２４

１０．旷

３．统计学分析：根据ＷＨＯ参考值标准¨０｜，将精
液指标两分类为合格和不合格，利用Ｃｏｃｈｒａｎ．

龄对精液质量指标影响，并用均数两两比较方法分

Ｏ．０２

１．５

注：“Ｐ＜０．０１

析各年龄组精液指标差异。利用总体均数９５％可信

（２）不同年龄组的精液指标：各年龄组的平均精

区间（ＣＩ），对各年龄组精液指标波动范围进行预

液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的平均精子密

测。由于禁欲时间和中心因素也会影响精液质量，

度、前向运动精子率、快速前向运动精子率、精子存

故在多元回归中调整了两因素。统计分析采取
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

活率、精子正常形态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精子密度、快速前向运动精子率、精子正常形态率变

结

果

动趋势相同，＜３０岁组和３０～岁组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４０～岁组和５０．５９岁组均显著低于＜３０岁

１．基本特征：９４６名对象来自６个中心，其中

组、３０～岁组，但４０～岁组与５０～５９岁组之间差异

９３．７％的对象在婚，其余对象为离婚、丧偶或未婚同

无统计学意义。前向运动精子率＜３０岁组和３０一

居状态。平均年龄为（３９．９±９．３）岁，将年龄分为４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４０一岁组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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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岁组、３０一岁组，５０—５９岁组显著低于４０～岁

降，精子正常形态率从４５岁起显著下降，但所有精

组。精子存活率＜３０岁组、３０～岁组和４０～岁组之

液质量指标在４０岁之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本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５０～５９岁组显著低于前３

研究结论一致。Ｐａｓｑｕａｌｏｔｔｏ等ｎ４１在对８８９名男性结
扎对象的研究中也得出正常精子形态率自４５岁后

组。各年龄组精液指标均数和标准差见表３。
（３）不同年龄组精液指标的参考值：根据各年龄

显著下降的结论。上述两项研究均发现４０岁以上

组精液质量指标总体均数９５％ＣＩ，预测不同年龄组

组的精液量也显著下降，但均未调整禁欲时间的影

精液质量指标波动范围，作为不同年龄组精液指标

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㈣的研究在调整禁欲时间后，未发
现精液量在不同年龄组间的湿著差异；与本研究结

的参考值（表４）。
讨

论一致。精液由精子和精浆组成，其中精子只占

论

１０％，男性６０岁前产生精浆的能力可能并没有显著

本研究对象为证实有生育能力的２０～５９岁健

下降，故精液量受影响较小ｎ

５｜。

康男性，研究排除了职业暴露人群和患有影响生育

大量研究证实，配偶为年长男性的妇女怀孕率

疾病者，对象分别来自中国６个省，较好地代表了中

下降，待孕时间延长，尤其是丈夫为４０岁以上的妇

国有生育力普通男性。在研究中调整了禁欲时间和

女¨ｎ１７１。除女性本身因素以外，老年男性精液质量

地区因素，反映了有生育力男性不同年龄精液质量

下降，也是导致怀孕率下降、待孕时间延长的原因之

指标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发现，除精液量外，其余所

一。年龄影响男性精液质量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

有精液质量指标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均存在统计学

是年龄增长导致男性睾丸、输精管、前列腺和附睾等

意义，而且总体上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４０岁

生殖器官器质性改变，例如附睾等激素敏感器官随

之前差异并不显著。精子密度、精子活动力和正常

着年龄增长对激素敏感度下降，都会影响整个生精

形态精子率三指标４０岁之后均显著降低，精子存活

过程和精液质量指标¨ｓｔｌ９１；二是年纪大的男性暴露

率在５０岁之后显著下降。

环境危险因素（如吸烟、饮酒、职业暴露等）和患影响

Ｅｓｋｅｎａｚｉ等…１对９７名受雇于某实验室的健康男
性研究发现，精子活动力、精液量随着年龄的增大呈

生殖功能疾病的可能性增加，直接表现为年龄增长
导致精液质量下降。

显著下降趋势。Ｚａｖｏｓ等¨２－对女方所致不育夫妇中

本研究发现，按照ＷＨＯ推荐标准，精子活力符

的丈夫精液研究发现，精子密度、活力、活力等级、正

合标准的仅为４２．３％，精液量的合格率也低于

常精子形态率等在不同年龄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

８０％。按照这一标准判断老年人精液质量，可能会

义；但发现３ｌ～４０岁组的精液质量指标要显著高于

把在该年龄组精液质量正常的对象错分为异常。因

２０—３０岁组，之后４ｌ～５０岁组和５１～６０岁组呈显

此实际研究中评价不『一Ｊ年龄男性精液时应考虑年龄

著下降趋势。Ｓｏｂｒｅｉｒｏ等ｎ纠对５００名已生育接受输

因素影响，同时建议ＷＨＯ在修订精液质量标准时，

精管结扎手术者研究表明，精子活力４０岁后显著下

制定分年龄组精液质量标准。也正是出于这一目

表３

６省９４６名研究对象不同年龄组的精液指标（孑±ｓ）

注：校正因素为研究中心、禁欲时间；““。两两比较时两组差异有统汁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４

６省９４６名研究对象不同年龄组精液质量指标的９５％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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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文利用总体均数９５％ＣＩ，给出了各年龄组精液
质量指标参考值范围，为研究中国不同年龄人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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