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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生长发育不同阶段血清睾酮
水平分析
杨若愚
摘 要院 目的院通过测试上海市处于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的血清睾
酮水平袁比较各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的差异袁探讨基层教练员利用青少年生长发
育的不同阶段来预测睾酮水平的可行性遥 方法院对 420 名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进行左
手正位 X 线片的拍摄和血清睾酮的检测袁 按骨龄片中种籽骨形态的差异进行不同
发育阶段的分组袁从各组中随机抽取 30 人作为研究对象袁男尧女运动员分别进行组
间血清睾酮水平的比较遥结果院不同发育阶段男尧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水
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约0.01冤曰男运动员发育后阶段血清睾酮值是发育中和发育前
的 186%和 1 187%袁 女运动员发育后阶段血清睾酮值是发育中和发育前的 155%和
329%曰男运动员的睾酮水平与肌肉含量存在显著性正相关渊r=0.875袁P约0.01冤袁与体
脂百分比存在显著性负相关渊r=-0.312袁P约0.01冤曰女运动员的睾酮水平与肌肉含量尧
体脂百分比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渊r=0.774 和 0.463袁P约0.01冤遥 结论院男尧女青少年游
泳运动员整个生长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都处于显著增加的趋势袁 且每个生长发
育阶段袁血清睾酮水平都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曰男尧女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水平对身
体成分会产生影响袁且存在性别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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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study is to test the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 of young swimmers at different
pubertal stages in Shanghai,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serum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 at every stage, and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different adolescent pubertal stages to predict
serum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 Methods: The left hands were X-rayed and the serum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s were tested among 420 young swimmers. The swimmer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ed bone morphology in bone age film, and then 30 athlet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each group as the subjects.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s were compared among final groups
of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 at different pubertal stag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P<0.01). The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 of male athletes at the post-development stage was 186% and 1187% of
those during and before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and 155% and 329% for females. The testosterone
level of male athlet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scle mass (r=0.875, P<0.01),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fat percentage (r=-0.312, P<0.01), but both positively correlated for female athletes
(r=0.774 and 0.463, P<0.01). Conclusion: The serum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swimmers in the whole pubertal stage ha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serum testosterone
has obvious change at each stag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 has an impact
on the body composition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and has gender differenc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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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酮是含有 19 个碳原子的类固醇激素袁男性由

利用数字式 X 光线机渊CXDI-50G袁Canon袁Japan冤对

睾丸间质细胞分泌袁 女性由肾上腺的内分泌腺体和

所有运动员进行左手正位 X 线片的拍摄袁将所有数码格

卵巢的卵泡细胞分泌遥 睾酮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性器

式的 X 线片按运动员编号进行保存袁以备后续使用遥

官发育袁调节性腺机能袁促进骨骼 和肌纤维的生长袁
加强磷酸肌酸的合成袁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 [1] 遥

将所有运动员的左手正位 X 线片按种籽骨形态

显著增加肌肉蛋白的合成袁 促进肌肉力量和爆发力

进行分类袁分为发育前阶段渊种籽骨未出现冤尧发育中阶

要的表型指标之一袁 了解和掌握其基础值对于教练

尺骨发育完全冤袁具体见图 1遥 分类后袁分别从各阶段的

练员可否利用青少年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水平预测运

90 人袁作为本次研究血清睾酮水平的最终受试对象遥

对于青少年运动员来说袁睾酮能影响生长发育进程袁
素质的提高 [2,3] 遥 血清睾酮作为血液生理表型中最重

段渊种籽骨出现冤和发育后阶段渊种籽骨轮廓清晰袁桡尧

员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7] 遥 那么基层教

男尧女运动员中随机选取 30 人袁共 180 人袁男 90 人袁女

动员肌肉力量和爆发力素质袁来合理安排训练计划尧
方案袁促进运动员运动水平和能力的提高钥血清睾酮
检测的方法较为复杂袁费用也比较昂贵袁很难在青少
年业余训练中应用遥 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基础血清睾

酮水平与生长发育阶段及骨龄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8]袁
那么可否利用青少年运动员的生长发育阶段袁 来预

测血清睾酮水平袁从而预测肌肉力量和运动能力钥本
研究以上海市青少年游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袁 来探
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青少年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水平

发育前阶段

发育中阶段

发育后阶段

图 1 不同 发育 阶 段运 动员 的左 手 正 位 X 线 片 渊局
部冤及种籽骨形态

及其与肌肉力量相关指标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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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青 少 年 游 泳 运 动 员 420 人 袁 年 龄 为

采用韩国产 Inbody 720 身体成分测试仪袁 进行

8.5~18.3 岁袁训练年限均在 3 年以上曰其中男运动员

身体成分测试袁获得肌肉含量和体脂百分比的指标遥

214 人袁女运动员 206 人遥 所有运动员均来自上海市

测试方法院 测试时先对电极接触部位进行清洁

黄浦区尧徐汇区尧长宁区尧普陀区和浦东新区的青 少

消毒袁让运动员除去外衣及身上金属类物品袁双手握

年业余体育学校遥

住电极把手袁和身体呈 30毅袁双脚赤足充分与电极接
触遥 开始后以站立姿势保持约 1 min袁等待显示身体
成分测试结果遥

本研究具体实验方案通过了相关道德伦理审查专
家委员会的审查并通过遥 由于受试者均为未成年人袁在
采样前均有家长或教练陪同填写了知情同意书遥

数据用平均值依标准差的形式表述袁组间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渊One-way ANOVA冤进行统计学分析袁
睾酮和肌肉含量尧体脂百分比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袁显著性程度为 P＜ 0.05 和 P＜ 0.01曰采用 SPSS

抽取清晨 7院00-8院00 空腹禁食渊禁食 12 h冤静脉

25.0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遥

血 5 mL袁 置于一次性玻璃试管中袁3 000 r/min 离心
15 min袁将离心分离出的血清进行分装和标号袁放置
在 -80℃ 冰箱保存待测遥
睾酮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进行测定袁 采用
Beckman 的试剂盒及仪器对血清样品进行检测渊Access 2袁Beckman Inc.袁USA冤遥

通过运用 1.4 的分组方法袁分别随机抽出了男尧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的发育前组尧 发育中组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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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组袁每组均为 30 人袁具体每组的分组情况和基 本
信息见表 1遥
表 1 男尧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各发育阶段分组情况
及基本信息渊N=180冤

性别
男

女

发育阶段

实际年龄 /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发育前

10.9依0.7

150.3依5.7

39.6依4.1

发育中

12.5依1.3

165.5依8.6

52.4依8.9

发育后

15.7依1.2

177.9依5.1

71.5依10.5

发育前

9.8依0.9

140.9依5.2

32.3依4.2

发育中

11.6依1.7

156.8依10.1

45.1依8.7

发育后

14.7依1.6

166.4依5.0

58.6依7.7

男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的睾酮水平从发育前阶段

开始 到发 育后 阶 段呈 现出 成 倍 增 加 的 趋 势 袁3 个 发

育阶段的睾酮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 0.01冤遥 其中

发育后阶段的血清睾酮 为 渊528.3依163.2冤 ng/dL袁显
著高于发育中阶段的渊283.6依175.0冤 ng/dL 和发育前
阶段的渊44.5依33.7冤 ng/dL渊P＜ 0.01冤袁并 且血 清睾 酮

注院(a) 男运动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的比较, F=90.194袁
P＜ 0.01曰* 表示发育后组 vs.发育前组曰** 表示 P<0.01曰# 表示发
育后组 vs. 发育中组曰## 表示 P＜ 0.01曰& 表示表示发育中组 vs.
发育前组袁&& 表示 P<0.01遥 (b)女运动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酮
水平的比较袁 F=30.625袁P<0.01曰* 表示发育后组 vs.发育前组袁**
表示 P<0.01曰# 表示发育后组 vs.发育中组曰## 表示 P<0.01曰& 表

值是发育中和发育前的 186%和 1 187%袁增幅明显曰

示表示发育中组 vs.发育前组袁&& 表示 P<0.01遥

发育中阶段的睾酮水平也是发育前阶段的 637%袁增

图 2 男尧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血清睾酮水平的组间

加幅度明显渊P＜ 0.01冤[见图 2渊a冤]遥

比较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的睾酮水平的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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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和 男 运动 员类 似袁3 个发 育阶 段 的睾 酮水 平 也 存
在显著性差异渊P<0.01冤遥 其中发育后阶段的血清睾

酮为 渊 70 . 3 依 25 . 3 冤 ng/dL 袁 显 著 高 于 发 育 中 阶 段 的

渊45.3依30.9冤 ng/dL 和发育前阶段的 渊21.4依12.9冤 ng/dL

图 4 是男尧 女青少年运动员血清睾酮与肌肉含

渊P<0.01冤袁 血清睾酮值是发育中和发育前的 155%和

量尧体脂百分比的相关性分析遥其中男运动员睾酮水

329%袁增幅明显曰发育中阶段的睾酮水平也是发育前

平与肌肉 含 量为 正相 关渊r=0.875, P＜ 0.01冤袁与 体脂

阶段的 212%袁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 0.01冤[见图 2渊b冤]遥

百分比为负相关渊r=-0.312, P＜ 0.01冤曰女运动员的睾

女运动血清睾酮的增幅小于男运动员袁 可能是
由于睾酮为雄性激素袁存在性别上的差异遥

酮水平与肌肉含量为正相关 渊r=0.774, P＜ 0.01冤袁与
体脂百分比也为正相关 渊r=0.463, P＜ 0.01冤遥 男尧女

运动员在睾酮与肌肉含量的相关关系上是一致的袁
而在睾酮与体脂百分比的相关关系上是相反的遥
由于各组血清睾酮的标准差都较大袁 所以对各
组数据均进行了正态分布的检验袁经 K-S 检验袁各组

血清睾酮指标在体育运动实践中具有非常广泛

P 值均为 0.2袁都基本服从正态分布遥 图 3 是男尧女青

的应用袁在运动训练实践中袁许多对力量和爆发力素

少年游泳运动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的分

质有较高要求的项目袁 教练员非常注重运动员的血

布袁 从图上看袁 各组血清睾酮值的分布情况也是与

清睾酮指标遥一般认为袁血清睾酮水平高的运动员能

K-S 检验结果一致的袁 所以各组血清睾酮水平可以

够承受大运动量尧大负荷的训练课袁而且恢复能力也

使用均值比较遥

较好 [1,9,10] 遥 还有研究报道袁血清睾酮的水平能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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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渊a冤男运动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的分布遥 渊b冤女运动
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酮水平的分布

图 3 男尧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不同发育阶段血清睾
酮水平的分布

运动员的有氧能力袁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11]遥 正因为血

清睾酮水平与运动员运动能力有较好的相关关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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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练员对于该指标尤其青睐遥 游泳项目对力量
素质和有氧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袁 血清睾酮对游泳
运动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遥
青少年运动员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袁 性激素尤
其是睾酮水平变化很大袁对于基层教练员来说袁把握
起来有一定难度遥血清睾酮的检测费用又比较高袁对
于基层训练来说袁普及非常困难遥本研究利用睾酮水
平与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关系来预测运动员的睾酮
水平袁对于基层教练员来说袁无疑是一种简便易行的
方法遥由于睾酮水平与运动能力密切相关袁几乎所有
运动项目都应该考虑睾酮指标遥 青少年运动员生长

注院(a) 男子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血清睾酮与 肌 肉 含 量的 相 关 性 袁
r=0.875袁P<0.01曰(b)男子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血清睾酮与体脂百分

比的相关性袁r=-0.312袁P<0.01曰(c) 女子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血清睾
酮与肌肉含量的相关性袁r=0.774袁P<0.01曰(d) 女子青少年游泳运

发育过程中袁一些常规的血液生理尧生化指标相对稳

动员血清睾酮与体脂百分比的相关性袁r=0.463袁P<0.01遥

定袁 在青春发育期逐渐波动袁 有些阶段波动幅度较

图 4 男尧 女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血清睾酮水平与肌肉

大袁 直至青春期接近尾声袁 这种波动会渐渐趋于稳

含量尧体脂百分比的相关性

定袁最终固定在一定范围的正常区间遥以血清睾酮为
例袁针对医学检验标准袁青少年运动员与一般青少年
会存在一定差异袁基础值要高于一般青少年袁因此了
解和掌握青少年运动员此类生化指标的基础值非常
重要 [6] 遥 运动员选材运用睾酮这样的生化指标就是

为了建立基础值标准袁 由此检验和分析优秀体育苗
子的血液生理尧 生化状况袁 根据相应的运动项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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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把那些适应能力强尧运动机能好的运动员挑选出
来袁通过专门训练袁使其先天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袁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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