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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少数民族１ ７岁女学生生长
长期变化分析
宋逸胡佩瑾张冰马军
【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部分少数民族１７岁女学生２０年（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生长长期变化特

点、规律和趋势。方法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资料，分析蒙古族、回族、壮
族、朝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土
族、羌族、撒拉族１９个少数民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ＡＡＭ）和１７岁女生身高、体重的变化。结果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女生的成年身高和体重有很大幅度提高。２００５年各民族１７岁女生的平均身高
均超过１５０ ｃｍ，其中身高每１０年增速超过１ ｃｍ的民族有６个：朝鲜族（１．４７ ｃｍ）、土家族（１．３８
ｃｍ）、羌族（１．３２ ｃｍ）、白族（１．２５ ｃｍ）、回族（１．１３ ｃｍ）和布依族（１．０７ ｃｍ）。体重每１０年增速超过１
埏的民族有６个：蒙古族（１．７９埏）、朝鲜族（１．６９埏）、藏族（１．６６ ｋｇ）、纳西族（１．３９ ｋｇ）、羌族（１．２８
埏）和回族（１．１０蚝）。１９个少数民族女生的ＡＡ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提前最多的前３位分别是
土家族、瑶族和纳西族，分别提前２．１５、１．７６和１．３８岁。结论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女生出现较为
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但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增长幅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要给予
生长长期趋势增长缓慢的少数民族更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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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长期变化是人类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现象

实施细则”＂’…。月经初潮以９～１８岁女生为询问对

之一，表现为各年龄组儿童生长水平提高，青春期发

象，通过询问“已／未”来月经，获得各年龄组月经来

育不断提前，成年身高持续增长ｎ＇“。其中成年身高

潮现状资料。

的变化是生长长期变化中最清晰可见的表现，且有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和Ｅｘｃｅｌ软件完

重要的研究价值口’４１。我国既往利用１９８５年以来建

成统计学分析，采用概率单位回归法计算各样本月

立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体系，研究汉族青少年的生

经初潮平均年龄，采用ｔ检验进行年度比较。

长长期趋势，证实汉族青少年身高、体重均出现全面

结

增长，呈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ｎ，５，“。但对少数民族

果

１．身高的长期变化：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我国少数民

学生生长长期趋势的研究还较少见，尤其是针对少数
民族女生形态发育和月经初潮年龄（ＡＡＭ）的综合分

族女生的成年身高有很大幅度提高，１７岁女生的平

析研究，为此本研究通过１９８５和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

均身高均超过１５０ ｃｍ。在本研究的１９个少数民族

体质健康调研”中少数民族女生的资料，重点分析１７
岁女生生长发育水平（因为该年龄女生的生长发育水

女生中，有１７个少数民族女生的成年身高出现不
同程度的增长，虽然傈僳族和撒拉族１７岁女生身

平接近成年，且数据较为完整，便于比较）和ＡＡＭ变

高略有下降，但年度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傈僳

化，分析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间的差

族ｆ＝一１．１４３，撒拉族￡＝一０．２４７，Ｐ＞０．０５）。身高每

异，以及生长长期变化幅度间的差异，为促进少数民
族女生生长潜力制定干预措施，并为提高整体少数民

１０年增速超过１ ｃｍ的有朝鲜族（１．４７ ｃｍ）、土家族

族女生的生长发育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１．１３ ｃｍ）和布依族（１．０７ ｃｍ）６个少数民族。在２０

资料与方法

（１．３８ ｃｍ）、羌族（１．３２ ｃｍ）、白族（１．２５ ｃｍ）、回族

年间，身高增长幅度在３ ｃｍ以上的民族分别是朝鲜
族农村女生（３．３６ ｃｍ）和回族农村女生（３．１０ ｃｍ）；身

１．研究对象：选择１９８５和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资料中２次调研均参加的少数民族女

高增长幅度在１ ｃｍ以下的民族为土族（０．２７ ｃｍ）、瑶

生ｎ，…，去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此３个

傈僳族和撒拉族女生身高略有下降；其他少数民族

民族缺少２００５年ＡＡＭ资料）和黎族（１７岁女生样本
量不足）。有１９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回族、壮族、朝

１７岁女生身高增长幅度在１～３ ＣｌＸｌ之间。２００５年少
数民族１７岁女生中，身高最高为回族城市女生

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

（１５９．５９ ｃｍ），身高最低的为侗族女生（１５１．６４ ｃｍ），

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土族、羌族、撒
拉族）女生为研究对象，分别分布在内蒙古（蒙古

见表１。

族）、宁夏（回族）、广西（壮族、瑶族）、吉林（朝鲜族）、

年体重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每ｌｏ年体重增速超过

西藏（藏族）、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云南（白族、
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湖南（土家

ｋｇ的民族有蒙古族（１．７９埏）、朝鲜族（１．６９埏）、藏
族（１．６６ ｋｇ）、纳西族（１．３９ ｋｇ）、羌族（１．２８ ｋｇ）和回族

族）、青海（土族、撒拉族）和四川（羌族）１０个省、自

（１．１０埏）６个。在２０年间，体重增长幅度超过３埏

治区。

的民族分别是蒙古族（３．５８埏）、朝鲜族（３．３８蚝）和

２．样本构成：调查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首

族（０．５４ ｃｍ）、藏族（０．６４ ｃｍ）和侗族女生（０．９７ ｃｍ）；

２．体重的长期变化：有１２个少数民族女生的成
１

先确定调查点学校，再以年级分层，以教学班为单位

藏族（３．３１埏）女生；体重增长幅度不足１埏的民族
为撒拉族（０．８５埏）、白族（０．４２ ｋｇ）和壮族女生

随机整群抽样构成调查样本。随机整群抽样时，所

（０．２３ ｋｇ）；苗族、土族、哈尼族、回族、羌族、纳西族

抽取的班级数以能满足最低样本量为限。７—１８岁

和朝鲜族农村女生的体重增长幅度在１～３ ｋｇ之

的蒙古族、回族、壮族、朝鲜族学生按城乡和性别分

间。２０年间，１７岁女生体重出现下降的少数、民族有

为４类，每岁１组，共４８个年龄组。其他少数民族学
生样本，７～１８岁每岁１组，按性别分２类，共２４个年

布依族、佤族、傣族、傈僳族、瑶族、土家族和侗族，
其中只有布依族１７岁女生体重在年度之间的差异

龄组。各民族每类每个年龄组样本量大致为１００人。

有统计学意义（￡＝一２．７８０，Ｐ＜０．０５）。２００５年１９个

３．检测指标及方法：形态指标为２个年度１７岁

少数民族１７岁女生中，体重最高为蒙古族农村女生

女生的身高和体重，由专业测量人员用同样方法和
仪器测定，检测方法依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５５．３２ ｋｇ），最低的为布依族女生（４４．２８ ｋｇ），见表１。

３．ＡＡＭ的长期变化：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我国少数民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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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我国１９个少数民族１７岁女生身高、体重增幅和每１０年增速变化

注：与１９８５年比较４Ｐ＜０．０５，中＜０．０１

族女生的ＡＡ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提前最多的

出生于１９２０—１９８６年女性队列研究结果的趋势基

前３位分别是土家族、瑶族和纳西族，分别提前

本一致，幅度略有降低，该研究显示女性ＡＡＭ在６７

２．１５、１．７６和１．３８岁；提前最少的为撒拉族，仅０．１７

年间从１６．８岁下降到１２．７岁，每１０年提前约ｏ．６４
岁，成年身高从１４９．２３ ｃｍ增长到１６１．７５ ｃｍ，每１０年

岁。２００５年Ａ．ＡＭ居前３位的少数民族分别是土家
族（１１．９０岁）、纳西族（１１．９７岁）和朝鲜族（１２．３５岁）
女生，Ａ＿ＡＭ最迟的分别是撒拉族（１４．３０岁）、土族
（１３．６ｌ岁）和傈僳族（１３．６０岁）女生（表２）。
讨

论

虽然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生长长期趋势的分析使
用的是横断面监测资料，但我国自１９８５年就建立了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体系，全国各地每５年

增长约１．８９ ｃｍ［９］。

１９８５年汉族女生ＡＡＭ为１３．４６岁（城、乡分别
为１３．１７岁和１３．８３岁）ｎ１，２００５年为１２．７６岁（城、乡

分别为１２．６０岁和１２．９２岁），提前０．７０岁（城、乡分别
提前０．５７岁和０．９１岁）口们；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汉族１７岁
女生身高增长幅度城乡分别为１．７２ ｃｍ和２．２７ ｃｍ，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ｎ，５，“。与此同时，
我国少数民族女生的ＡＡＭ也出现提前趋势，大部分

一度统一参加调研，使用同型号器械和测量方法并

少数民族女生成年身高增长幅度明显，提示大部分

在同年同一时间进行测试，现场质量控制严格，数据
可比性较好。如朝鲜族女生ＡＡＭ从１９８５年的

少数民族女生同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长长期趋
势，但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增长幅度

１３．３６岁，提前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３５岁，每１０年提前了

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在发展速度和幅度上存在明显

约６．０６岁；１７岁女生身高从１５４．７９ ｃｍ增长到

的不平衡，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女生生长长期变化的
情况，以及与汉族女生生长长期趋势的比较，可归纳

１５７．７３

ｃｍ，每１０年增长约１．４７ ｃｍ，与韩国一项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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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ｏＩ．３３，Ｎｏ．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我国１９个少数民族９—１８岁女生ＡＡＭ变化

注：。“一”表示提前

为３种类型，①快速增长型：以朝鲜族和土家族为代
表，包括白族，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女生ＡＡＭ提前明

说明即使同在快速增长类型中，但布依族女生更倾

显，成年身高增幅显著，超过同时期汉族女生ＡＡＭ

先增长，且增幅超过体重，身材趋向细长化的“豆芽
菜”体型ｎ ３，而羌族女生更倾向于均衡型身材。此

的提前幅度和１７岁身高的增长幅度。②稳步增长
型：以蒙古族、回族、羌族为代表，包括纳西族、壮族、
哈尼族、布依族、傣族、侗族、苗族、佤族等，这一类型
的特点是女生ＡＡＭ提前幅度和成年身高增幅２项
指标与汉族女生的变化趋势相仿，但幅度在各民族
间略有不同。③缓慢增长型：以傈僳族为代表，包括
土族、瑶族、藏族和撒拉族，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女生
成年身高增长缓慢或未出现增长，个别民族ＡＡＭ提
前幅度小。
研究发现，尽管有些少数民族处于同一类型，
但由于各民族间的遗传特征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的不同，使成年期女生体型出现差异ｎ１’１ ２１，如同处于

向于营养改善情况后，在神经一内分泌调控下身高优

外，此类型中哈尼族、布依族、傣族、侗族、苗族、佤族
女生本身成年身高的基线值就大大落后于蒙古族、
回族、羌族，所以这些民族的生长长期趋势就更值得
监测，并相应给予一定的营养干预。处在缓慢增长
型的瑶族和傈僳族虽然成年身高增幅不明显，但
ＡＡＭ提前幅度非常明显，尤其是两少数民族都集
中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提示
在营养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可能还有相当的生长潜
力［１４ｔ１“。本研究提示应对缓慢增长型，以及基线水
平比较低的少数民族给予更高的关注，提高和改善

稳步增长型的羌族和布依族，前者身高、体重和胸

少数民族学生的生长发育水平。同时，对快速增长
型和稳定增长型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成年身高较

围都出现增长，而布依族女生体重和胸围增长均不

高，体重增长较为迅速的少数民族亦要注意其生长

明显ｎ ３｜，甚至略有下降，身体充实度不如羌族女生，

长期趋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ｎ６，”１，调整预防工作的

·１９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重点，防控其过早出现成年期疾病的风险。
目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生长长期趋势的增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ｅｔ ａ１．Ｒｅｐｏ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和增速还未达到大城市汉族女生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５４９—５６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等．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初级阶段，长期趋势潜力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的历史资料收集不完

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４９—５６５．
ＪＹ，Ｓｈｉｎ Ｃ，Ｆｒｏｎｇｉｌｌｏ ＥＡ，ｅｔ ａ１．Ｓｅ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９］Ｈｗａｎｇ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整，且观察时间跨度较短，个别民族的某些年龄组样
是将监测样本的年龄段扩大到成年期，以充分估计
其生长发育规律，从而制定更适宜的营养干预措施。

ｔｈｅ ｐｈ）７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中华

增幅和增速…，表明该人群仍处于生长长期趋势的

本量较小，今后还应进行长期、大样本的监测，尤其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ｅ

１９２０

ａ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ＡｎｎＨｕｍＢｉｏｌ，２００３，３０（４）：４３４—４４２．

１９８６：ｔｈｅＡｎｓａｎ

［１０］Ｓｏｎｇ Ｙ，Ｍａ

ｗｏｍｅｎ ｂｏｒｎ

Ｊ，Ｈｕ ＰＪ，ｅｔ

ｍｅｎａｒｃｈｅ

ａ１．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９－１ ８ 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Ｈａｎ ｇｉｒｌｓ．Ｊ

Ⅱｅｎｄ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４３（３）：３６０—３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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