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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７～１ ８岁青少年身高水平的地域
差异及区域划分
蔡赐河董彬马军
【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汉族７～１８岁青少年身高水平的地域差异．评价不同区域身高发育

水平。方法使用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中汉族学生身高数据，采用标准离差法进行
身高相对水平的比较和Ⅸ域划分，并用地理信息系统将结果以地图形式展示。结果将３０个省
市划分为高身材、中等身材及矮身材３个区域，其中高身材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中等身材区。弘
要分布在华中和西北地区，矮身材Ⅸ主要分布在两南地区。不同区域各年龄组的身高差值较大，
相邻组差值约１—３ ｃｍ，而高身材区域与矮身材区域的差值则约４～５ ｃｍ。结论中国汉族７～１８
岁青少年身离整体卫现北方地区高大、南方地区矮小的特点，同时局部地Ｉｘ－也表现Ｈ｛｝｛｝海地区高
于内陆地区的特点。、各地区身高水平呈逐渐过渡，不同区域问无明显的绝对分界线。
【关键词】身高；青少年；地域差异；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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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身高水平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双重

重要影响…。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

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环境因素又包括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使得不同

气候条件等不可改变的物理因素及家庭经济收入、
营养、医疗保健等可改变的社会经济因素。数据显

地区身高差异较大，特别是南北两地差异更明显。

示，北京地区的儿童青少年身高要高于香港，但后
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高于前者，因此遗传因素

因素以及地理、气候等物理因素，而采取同一个标
准，必然导致评价的偏差‘“。为此，本研究利用

以及地理、气候等物理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有

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数据，采用标准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６

在评价我国儿童青少年身高水平时，如不考虑遗传

离差法，比较我国各地区７～１８岁青少年身高相对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Ｌ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水平，并以此将全国划分成数个身高等级区域，以

通信作者：马军，Ｅｍａｉｌ：ｍａｊｕｎｔ＠ｂｊｍｕ

评价不同地区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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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者为矮身材地区。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采用２００５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调研”中３０３ ３６３名６～２２岁汉族儿童青少年［包括

（３）计算身高增长率：为研究不同身高区域青少
年生长发育特点，计算３个身高区域７～１８岁期间身
高增长率¨１。

身高增长率（％）一坚羔芏型等参荨主荔嘉产

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港澳台外）］的身
高数据。由于部分地区缺乏６岁组的数据，为方便对
比，舍弃该年龄组数据；另外由于１８岁以后身高水平
变化微小，基本能代表成年人身高水平，为均衡各发

再利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区

育水平的权重，故舍弃１９～２２岁年龄组的数据。最

其与身高水平综合指标ｚ值的相关性。

域及不同人群的差异，设７岁平均身高为常数，计算

后使用７～１８岁年龄组数据，共计２３４ ４２１名学生，其
中城市学生１１７ ９９７名，乡村学生１１６ ４２４名。

结

２．研究方法：

果

１．身高区域划分及其身高均值比较：根据标准

（１）标准离差法：由于本研究使用多个年龄组数
据，故采用标准离差法综合评价身高水平ｂ１。即按
照城乡性别和年龄别计算各省市的身高均值（ｘ样本）

离差法的计算结果，使用城乡男女４组的Ｚ值之和
进行综合排序（表２、图１），再将该４组青少年身高与
全国平均水平（肛＝０，盯＝１）进行均数Ｍ检验（Ｇ【＝

及其标准差（ｓ样本），然后用各组的全国身高均值

０．０１）。据此划分为３个身高水平区域：高身材地区

（弘）、标准差（盯）进行标化（表１），转化为无单位、不

有山东、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黑龙江、河北、

受年龄和性别影响的标化计量值ｚ和Ｊｓ。

浙江、福建１０个省（市）；中等身材地区有河南、内蒙

Ｚ—Ｘ样本一卢
一垒壁查二笆
口

Ｓ

一一进
—Ｓ样本
盯

古、吉林、山西、新疆、甘肃、湖北、陕西８个省（区）；
矮身材地区有宁夏、安徽、湖南、广东、海南、江西、云

再对各年龄组的ｚ和５。取平均值，分别得到城乡男

南、广西、四川、青海、重庆、贵州１２个省（区、市）。

女４个组综合７～１８岁年龄段的标化值ｚ和＆。比

身高总体有北高南低的趋势，最高的是华北地区，其
次是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再次是西北地区，华南和

较的方法采用酣检验（即ｚ检验）。
表１我国７～１８岁青少年身高平均水平及标准差

西南地区的身高水平则较低。而在局部地区，沿海
省份身高水平往往高于内陆省份，如华东地区的江
苏、浙江、福建省高于毗邻的安徽和江西省，东北地
区临海的辽宁省高于吉林和黑龙江省，沿海的山东
省较山西、河南、河北省高。
２．各区域身高水平差值的对比：将３个身高区
域各组样本合并，计算各年龄组身高均值，并将各区
域不同年龄组的身高做差值进行对比。从表３可
见，不同区域各年龄组的身高差值较大，相邻组差值
约ｌ一３ ｃｍ，而高身材地区与矮身材地区的差值约
４～５

ｃｍ，其中各区域乡村男女的差值比城市更明显。
３．各区域青少年７～１８岁期间身高增长率比

（２）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图：得到各地区身高综合

较：身高增长率可反映身高增长水平。由于１８岁时

指标ｚ值后，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软件，在我国１：４００

身高基本接近成年，因此该指标也表示７岁前的身

万地理基础底图上绘制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图以及区
域划分示意图。区域划分标准：高于全国平均身高

高发育水平，即身高增长率越高，７岁前的身高发育

水平的为高身材区，与全国平均身高水平相当的为

水平越低。分析结果显示（表４），城市男女生７岁前
的身高发育水平较乡村男女生高，此与季成叶ｂ１分

中等身材区，低于全国身高水平的为矮身材区；即城

析的结果一致。该现象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

乡男女各组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高身材地
区，至少有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或其差异方向性

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在７岁前身高水平较低，而７岁
后才出现“赶上现象”哺３，因此７—１８岁时身高增长率

不一致者为中等身材地区，各组均显著低于全国平

较高。尽管如此最终身高仍受影响，城市男女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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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我国７～１８岁青少年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沣：Ⅱ－－－－－０．０１．。高身材地区；６中等身材地区；‘矮身材地区

终身高还是高于乡村男女
生。将７。１８岁身高增长率与
身高综合指标ｚ值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表明城
市男女生身高水平与７～１８岁
时身高增长率无显著相关性，
分别ｒ＝一０．００５（Ｐ＝０．９７９）和
ｒ一－－－０．０１４（Ｐ＝０．９４３），而乡村男
女生则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分
别ｒ＝一０．６０１（Ｐ＜Ｏ．００１）和ｒ＝

一０．５８１（Ｐ＝０．００１）。这也正是
由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差
异所致。
讨
ｍ
０

一－－一～
图１我国汉族７—１８岁青少年身高相对水平分布

Ｏ毛

尝淼

论

孙关龙ｎ１分析发现我国居
民身高存在南低北高、沿海高
于内地的特点，即以秦岭、淮
河为界，北方８省市７—２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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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的数据，则可能受社

表３我国３个青少年身高划分区域城乡男女生身高平均差值（ｃｍ）

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
究使用城乡综合数据来对比各
省市的儿童青少年身高水平，
能客观地反映不同地区儿童青

注：。ｕ＝０．００１，各年龄组间身高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ａ＝０．０１，６各年龄组间身高水平差

少年的身高情况。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年龄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我国３个青少年身高划分区域城乡男女生
７～１８岁期间身高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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