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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发育的基本概念 

生长（growth），量变，包括形态生长和化学生长。 

• 前者主要指细胞、组织和器官等在数量、大小、重量上的增加； 

• 后者则主要指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化学成分变化。 

发育（development），是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的

功能分化与成熟，包括“身”（体格、体力）和“心”

（心理、行为）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属质变范畴。 

成熟（maturity），形态、功能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全面

达到成人水平，具备独立生活和生殖养育子代的能力。 
 

生长发育的可能性、现实性、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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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研究
是儿少卫生学

重要基础 

探究各种影响生长
发育的因素 

制定相关卫生标准，
实施学校卫生监督 

提出有关教育、体
育、营养、生活制
度和行为上的卫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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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的研究指标和内容 

指标体系 

体格发育指标 

体能发育指标 

心理行为发育指标 

研究内容 

身体结构不同层次
水平 

心理行为发育 

青春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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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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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一）生长发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二）生长发育的程序性 

（三）生长发育速度的不均衡性 

（四）各系统生长模式的时间顺序性与统
一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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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长发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生长发育是一个持续、累积的动态过程，该
过程有量的积累，同时伴随功能的成熟。 

不同时期儿童的生长特点和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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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长发育的程序性 

各发育阶段顺序衔接，使生长发育呈现鲜
明的程序性 

 

 胎儿-婴幼儿期体格和粗大动作发育遵循“
头尾发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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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长发育的程序性 

各发育阶段顺序衔接，使生长发育呈现鲜
明的程序性 

 

 胎儿、婴幼儿也按照“近侧发展律”向外生
长，即从身体的中部（或近端）到周围部分
（或远端）。比如， 

 妊娠期胎儿的胸腔和内部器官最先形成，然后是胳膊和腿
，最后是手和脚； 

 在婴幼儿期，近躯干的肩部肌肉先发育，然后发展到上臂
、前臂、手腕、手指远端小肌肉，使婴幼儿的精细动作发
育也呈现近侧发展律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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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长发育的程序性 

各发育阶段顺序衔接，使生长发育呈现鲜
明的程序性 

 

 在青春期，身体形态发育遵循“向心律”，
即呈现从周围（或远端）到中心（或近端）
的生长顺序。下肢生长突增先于上肢，四肢
先于躯干，呈自下而上，自肢体远端向中心
躯干的规律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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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长发育速度的不均衡性 

1、生长速度曲线呈波浪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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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长调控机制的不同，生长模式可分为宫内和出生后生长 

•出生后生长又分为婴儿型、儿童型和青春期型三种模式 



（三）生长发育速度的不均衡性 

2、各形态指标和身体各
部分的生长速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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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系统生长模式的时间顺序性和统一协调性 

 一般型：表现出两次生长

突增，如肌肉、骨骼、脏

器、血流量等 

 神经系统型：早期一次突

增，包括脑、脊髓、视觉

器官等 

 淋巴系统型：早期超突增、

后期萎缩，如胸腺、淋巴

组织等  

 生殖系统型：后期突增

（青春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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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轨迹现象（growth canalization） 

是指在正常环境下，健康儿童的生长发育将按遗传

潜能决定的方向、速度朝着成熟的目标发展，呈现

出其自身特定的轨迹；这种动态、连续、自我稳定

的生长过程称生长轨迹。 

该轨迹有动态的、复杂的调控系统，其中遗传基因

起关键作用；它使正在生长中的个体在群体范围中

保持有限的上下波动幅度。例如：高身材父母的子

女，P75-95；矮身材父母的子女，P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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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生长（catch-up growth） 

正在生长的个体，一旦

因疾病、营养等因素而

出现明显的生长发育迟

滞。而一旦阻碍因素被

克服，机体会加速生长、

向原有正常生长轨迹靠

近和发展，即赶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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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生长（catch-up growth） 

并非所有疾病的恢复过程必然伴随赶上生长，影响

因素有： 

不同的疾病的引发机制 

治疗初期的生长落后程度 

年龄与发育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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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组织： 

 增殖        胎儿中后期 → 出生后6 months-----关键期 

 增殖增大  6 months  → 3 years old 

 增大成熟  3 years old → 6 years old 

骨组织：青春发育早期，第二次生长突增阶段------关键期 

其它：情绪、个性心理、体力、智力等都有生长关键期 



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的赶上生长 

一般来说，早期的赶上生长对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

儿的体格和智力发育均是有益的。 

但是，赶上生长也并非总是给个体健康带来益处。

尤其是出生后前6个月的过度快速生长，有证据表

明与一些成年期疾病如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及代谢综合症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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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长期趋势（secular growth trend） 

①体格发育水平不断提高 

②青春期发育提前 

③身体比例逐渐变化 

④成年终身高持续增长 

 

生长长期变化在时间、强度、延续性等方面
具有人群多样性表现。 

长期趋势并非只表现为正向，也可呈现“负
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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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生长长期趋势评价的身高和体重增速参照 
（Tanne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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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增速 

cm/10年 

体重增速 

kg/10年 

5-7岁   1.0 0.3 

8-11岁   1.3 0.45 

12-14岁 
男 2.5 2.0 

女 2.1 1.5 

5-18岁平均变化幅度 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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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组，城区儿童身高平均增幅1.7cm/10年，体重增幅1.1kg/10年； 

郊区儿童身高增幅0.9cm/10年，体重增幅2.5kg/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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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中国16大城市7-18岁男女生1950s～2005年身高长期趋势 

数据来源：季成叶，现代儿童少年卫生学，2010 



生长长期趋势的原因及其影响 

生长长期趋势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社会现象，
是遗传和多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①对儿童生长产生直接作用的因素，如营养的改
善、疾病的控制。 

②对长期变化起“允许”作用的因素，如社会经
济状况改善，通过保障营养、减少疾病、提高健
康水平等间接发挥影响。 

③遗传因素，远缘婚配的遗传杂交优势 

生长长期趋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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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儿童青少年体格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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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贝拉之子身高（身长）

发育水平曲线图 

孟德贝拉之子身高（身长）

发育速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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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二次 

生长突增 

Growth Sp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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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比例的变化 

• 反映身体各横截面指标的相互关系，如胸围/身高
指数、肩宽/盆宽指数、BMI等 

• 反映个体下肢长度和身高间的比例关系，包括坐
高/身高指数、下肢长指数 

• 体成分，指人体总重量中不同身体成分的构成比
例，是反映人体内在结构比例特征的重要指标，
能反映人体的体质状况、体型特征和身材大小，
而且是诊断肥胖/超重、准确衡量减肥效果的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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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分模型 

• 两组分模型 ：以脂肪组织为核心将人体分为体脂
重（fat mass, FM）和去脂体重（free fat mass, 

FFM）两部分。 

– 体脂率（body fat percentage，BF%） 

– 去脂体重又称瘦体重（lean body mass，LBM），包
括全身的总水量、蛋白质、无机物和糖原等。 

• 多组分模型： 即原子层次、分子层次、细胞层次
、组织器官层次和整体层次。 

•37 

体脂发育规律可用体脂量、体脂百分比BF%、
皮下脂肪厚度的年龄变化特征来反映。 



Adipose Tissue 

Changes in Relative Fatness with Growth 

 Malina and Bouchard,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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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Muscle Mass 
Muscle mass estimated from creatinine excretion 

relative to age in boys and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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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体能发育 

WHO将其定义为具备充足的精力从事日常工作

和学习而不感疲劳，同时有余力享受休闲娱乐
活动的乐趣，能够应付突发紧急状况的能力；
即能满足生活需要和有足够的能量完成各种活
动任务的能力。 

健康相关体能是体能的基础部分，泛指人的体
质，是维持身体健康、提高工作、学习和生活
效率所必需的基本能力。 

运动技能相关体能则是建立在健康相关体能基

础上，属于更高的需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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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时期体能发展 
对终身健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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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体能在生命全程中的发展以及阈值对于个体独立生活的影响 

体
能 

能够独立生活的体能的阈值 

年龄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体能在生命全程中的发展以及阈值对于个体独立生活的影响 

体
能 

能够独立生活的体能的阈值 

老年人的阈值降低 

年龄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体能在生命全程中的发展以及阈值对于个体独立生活的影响 

体
能 

能够独立生活的体能的阈值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社会因素的影响：“野生的”VS“受保护的” 

生
存
率 受保护的 

野生的、不受保护的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2. 从生长调控机制的角度，阐述生长期各个阶段身高的生长
模式 

3. 人体各系统发育大体可归为几类，请简要叙述之 

4. 试述生长长期趋势的表现，原因及其健康影响 

5. 简述整个生长期人体体格生长的阶段性变化 

6. 简述儿童青少年体成分发育的年龄特征 

7. 什么是健康相关体能，它包含哪些要素 

8. 试述儿童青少年体能发育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