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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ＰＭＳ)的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ꎬ为高校女生生殖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经前期综合征量表、自编基本情况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及生活质量量表ꎬ对方便整群

随机抽取的辽宁省锦州市 ３ 所大学 ８５６ 名女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的患病率为 ３２.７％ꎮ 患 ＰＭＳ
的女大学生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低于未患 ＰＭＳ 的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随着 ＰＭＳ 的严重性增加ꎬ生活

质量量表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领域的得分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生理健康和环境领域的得分虽降低ꎬ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痛经、初潮年龄、消极应对方式、对月经态度、学习压力是影响经

前期综合征发生的重要因素ꎮ 结论　 经前期综合征在女大学生中普遍存在ꎬ严重影响了某些领域的生活质量ꎮ 学校应当

对女大学生提供生殖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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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前期综合征(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ＰＭＳ)是指

周期性发生于月经周期的黄体期(月经周期的第 ７ ~
１４ 天)ꎬ在月经开始的几天内消失的一系列躯体、情
感、行为症状[１] ꎮ 安晓妤等[２] 认为ꎬ女大学生正处于

青春发育期ꎬ也是 ＰＭＳ 易发时期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学
习、就业压力的增大ꎬＰＭＳ 症状逐日加重ꎮ 研究结果

表明ꎬ经前期紊乱的女生遭受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差[３－４] 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 ＰＭＳ 在女大学生中的发生

情况及影响因素ꎬ 为高校女生生殖健康教育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方便整群

随机抽取辽宁省锦州市 ３ 所大学(锦州医科大学ꎬ辽
宁工业大学ꎬ渤海大学) 的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９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５６ 份ꎬ回收有

效 率 为 ９５. １１％ꎮ 专 业 分 布 为 医 学 生 １９３ 名

(２２.５４％)ꎬ文科生 ４２８ 名( ５０. ００％)ꎬ理科生 ２３５ 名

(２７.４５％)ꎻ城市学生 ３６０ 名(４２.０６％)ꎬ农村学生 ４９６
名(５７.９４％)ꎻ独生子女 ４７０ 名(５４.９０％)ꎬ非独生子女

３８６ 名(４５.０９％)ꎻ大一新生 ４８１ 名(５６.２％)ꎬ高年级学

生 ３７５ 名(４３.８％)ꎮ 年龄 １６ ~ ２４ 岁ꎮ
１.２　 方法　 将量表装订成份ꎬ由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讲

解调查目的和问卷的填写方法后ꎬ本着自愿原则ꎬ受
试者在调查员指导下如实填写ꎮ
１.２.１ 　 自编基本情况问卷 　 在查阅国内外相关调

５９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查[５－６]结果ꎬ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后ꎬ编制基本情况调

查问卷ꎮ 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个人基本信息、月经相关

信息、对月经的态度等ꎮ
１.２.２　 ＰＭＳ 量表　 本研究采用 Ｊｏｈｎ[７] 编制的 ＰＭＳ 量

表ꎬ量表涵盖偏头痛、腹胀腹泻、易激动、注意力不集

中、抑郁等 １２ 个项目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级评分法计分ꎬ
总分即是每项症状得分之和ꎬ无症状者总分小于 ６ 分ꎬ
轻度者在 ６ ~ １０ 分之间ꎬ中度者在 １１ ~ ２０ 分之间ꎬ重度

者大于 ２０ 分ꎮ 本研究中ꎬ此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７５ꎮ
１.２. ３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ＳＣＳＱ) 　 该量表由解亚宁结合我国人群

特点编制ꎬ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２ 个维度组成ꎬ共
２０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级评分法计分[８] ꎮ 本研究中ꎬ
总量表和 ２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 ~ ０.９０ꎮ
１.２. ４ 　 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ＷＨＯＱＯＬ ＢＲＥＦ)
由世界卫生组织研制的、用于测量个体与健康有关生

活质量的国际性量表ꎮ 该量表不仅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反应度等心理测量学性质ꎬ而且具有国际可比

性ꎮ 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环境领域 ４
个维度ꎬ共 ２９ 个条目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法计分ꎬ
其中条目 ３ꎬ４ꎬ２６ꎬ２７ 为反向计分ꎮ 分值越高ꎬ表明与

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越好[９] ꎮ 本研究中ꎬ４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３ꎬ０.６６ꎬ０.５３ꎬ０.７１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收集的数据在录入前ꎬ检查其完

整性和准确性ꎮ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建立数

据库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ｔ 检验、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χ２ 检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发生现状 　 女大学生

ＰＭＳ 的患病率为 ３２.７％ (２８０ / ８５６)ꎬ其中症状轻度者

占总患病人数的 ６９.２９％ꎬ中度者占 ２４.２９％ꎬ重度者占

６. ４３％ꎮ 焦虑 ( ２４６ 人ꎬ ８７. ９％)、 易 激 动 ( ２３８ 人ꎬ
８５.０％)、注意力不集中 ( ２３７ 人ꎬ８４. ６％)、嗜睡 ( ２３３
人ꎬ８３.２％)为 ＰＭＳ 最常见的症状ꎮ ６３.０８％的女生表

示不了解 ＰＭＳ 相关知识ꎬ５１.１７％的女生不重视此病ꎬ
仅 ４４.７４％的女生会因此病去医院就诊ꎮ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女大学生 ＰＭＳ 发生情况　
城市女生 ＰＭＳ 的发生率为 ３４.０７％ꎬ高于农村女生

(３０.８３％)ꎬ 非 独 生 子 女 ( ３３.９４％) 高 于 独 生 子 女

(３１.４９％)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０.９９４ꎬ
０.６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医学生发生率为２９.８６％ꎬ非医

学生 为 ４２.４８％ꎻ 新 生 ( ４１.８６％) 高 于 高 年 级 学 生

(２５.５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１０.８２ꎬ
２５.４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女大学生 ＰＭＳ 影响因素的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以是否患 ＰＭＳ 为因变量(无 ＝ ０ꎬ有 ＝ １)ꎬ以女大

学生各项基本情况为自变量(城乡:城市＝ １ꎬ农村＝ ２ꎻ
独生子女:是 ＝ １ꎬ否 ＝ ２ꎻ年级:新生 ＝ １ꎬ高年级学生 ＝
２ꎻ专业:医学＝ １ꎬ非医学＝ ２ꎻ痛经:是＝ １ꎬ否＝ ０ꎻ熬夜:
是＝ １ꎬ否＝ ０ꎻ初潮年龄:<１２ 岁 ＝ １ꎬ≥１２ 岁 ＝ ２ꎻ对月

经态度:认为正常＝ １ꎬ害怕 ＝ ２ꎻ应对方式:积极应对 ＝
１ꎬ消极应对＝ ２ꎻ重视疾病:是 ＝ １ꎬ否 ＝ ０ꎻ学习压力:有
＝ １ꎬ无＝ ０ꎻ月经规律:是＝ １ꎬ否＝ ０)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痛经、初潮年龄、对月经态度、消极

应对方式、学习压力为女大学生患 ＰＭＳ 的影响因素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女大学生 ＰＭＳ 影响因素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８５６)

常量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常量 ０.４５０ ０.６５４ ０.４７２ ０.４９２ １.５６８
痛经 －０.４５６ ０.０９６ ２２.４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４
初潮年龄 －０.８８０ ０.１７２ ２６.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４１１
对月经态度 ０.４８８ ０.２４４ ４.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１.６３０
应对方式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５.７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９６０
学习压力 －０.６８２ ０.１５６ １８.９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６

２.４　 女大学生 ＰＭＳ 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患 ＰＭＳ 的女

大学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与环境领域 ４ 个

维度得分均低于未患 ＰＭＳ 的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随着 ＰＭＳ 的严重性增

加ꎬ生活质量量表中心理健康和社会领域的得分降

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有无 ＰＭＳ 女大学生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ＰＭＳ 人数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关系 环境领域
有 ２８０ ６２.６４±７.９４ ５６.４５±１０.８７ ４９.５１±１５.８２ ７６.１８±６.９２
无 ５７６ ６５.９３±９.８５ ６５.０５±１３.４９ ５７.６５±１５.２１ ８０.０３±１０.５９
ｔ 值 －４.７２０ －９.３００ －７.２５１ －５.５２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 ３　 不同严重程度 ＰＭＳ 女大学生生活质量得分比较(ｘ±ｓ)

程度 人数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关系 环境领域
轻 １９４ ６２.９８±７.６０ ５９.８８±８.３３ ５０.８１±１５.２８ ７６.３４±７.１８
中 ６８ ６１.６０±８.２１ ５１.４０±９.４５ ５０.０９±１５.０４ ７５.８７±５.６０
重 １８ ５９.２２±９.９０ ３９.４０±１４.６ ３３.３３±１６.４３ ７２.６０±７.８７
Ｆ 值 １.９１１ ５４.１８２ １０.８２０ ２.９４５
Ｐ 值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３　 讨论
本研究中ꎬ共检出 ＰＭＳ 患者 ２８０ 人ꎬ占总人数的

３２.７％ꎬ低于宋培歌等[１０] 调查的 ４６.３％ꎬ高于王艳红

等[１１]调查的 １５. １５％ꎬ 与 Ｍａｇｄｙ 等[１２] 的调查结果

(３５.６％)相似ꎮ 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 ＰＭＳ 定义

的差异、数据收集的标准和方法以及文化习俗不同造

成的ꎮ 本研究中发现医学生 ＰＭＳ 的发生率低于非医

学生ꎬ原因可能与医学生对医学知识掌握得相对较

多、平时更注意自我防护和自我心理疏导有关[１３] ꎮ
ＰＭＳ 在新生中的发病率高于高年级学生ꎬ可能与在校

女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ꎬ依赖性强ꎬ情感脆弱ꎬ进入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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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环境时还不能完全适应ꎬ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ꎬ
从而出现 ＰＭＳ 相关症状ꎮ 本研究表明ꎬ掌握女性生殖

健康知识较少的女大学生和刚入学的新生更易患

ＰＭＳꎮ 提示以上人群可作为今后健康教育干预的重点

人群ꎮ
本研究发现ꎬ痛经、初潮年龄、对月经态度、消极

应对方式、学习压力为女大学生患 ＰＭＳ 的影响因素ꎮ
初潮年龄是 ＰＭＳ 的重要影响因素ꎬ与之前的研究结

果[１４－１５]相似ꎬ可能是由于初潮年龄小与建立早期卵巢

功能和排卵类固醇激素的波动有关ꎮ ＰＭＳ 与消极应

对方式相关ꎬ与国外最新研究[１６] 结果一致ꎬ消极应对

既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ꎬ又易于使个体陷入抑郁情绪

状态ꎬ容易加重病情[１７] ꎮ 因此ꎬ在处理 ＰＭＳ 相关问题

时ꎬ应杜绝消极应对ꎮ
根据 ＷＨＯ 的定义ꎬ生活质量是“个人”对他们在

生活中的地位与目标、期望和兴趣的关系及生活的文

化和价值体系的认识[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患 ＰＭＳ 的女

大学生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未患 ＰＭＳ
的女生ꎬ且随着 ＰＭＳ 的严重性增加ꎬ生活质量量表中

心理健康和社会领域的得分降低ꎬ 与国外相关研

究[１４ꎬ１６]的结果相似ꎮ 在分析 ＰＭＳ 对于生活质量的影

响时ꎬ更倾向于考虑它在青少年时期开始的情况和随

着生殖循环发展ꎬ对女性身体、社会和心理健康造成

的影响ꎮ Ｇｕｌ 等[１８]认为ꎬＰＭＳ 对女大学生生理和精神

上经常性的潜在累积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问题ꎬ已
成为影响女大学生生活质量的事件ꎬ所导致的生理影

响、心理压力和低生活质量状态应引起高度重视ꎮ
ＰＭＳ 除了影响女大学生在校生活和学习外ꎬ很可能对

女性未来生活质量造成影响和危害ꎮ 因此ꎬ对青少年

女性的 ＰＭＳ 预防保健工作尤为重要ꎬ应从青少年时期

进行积极的预防和干预ꎮ
青年女性多聚集于学校ꎬ大学阶段既是人生观和

世界观趋于定型时期ꎬ也是心理卫生问题的高发时

期ꎬ更易出现各种与月经相关疾病ꎮ 学校应尝试将生

殖健康教育纳入在校课程学习ꎬ尤其针对青年女大学

生群体ꎬ更应该寻找使她们容易接受的教育模式ꎬ加
强学校健康教育管理ꎻ增加各界健康教育服务ꎬ使女

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状况得到全面改善[１９] ꎮ 根据本研

究的结果ꎬ提出以下建议:(１)高校人群聚集性较好ꎬ
是开展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主要阵地ꎬ应广泛开展

ＰＭＳ 及生殖健康知识相关健康教育ꎮ 可采取专题讲

座形式ꎬ利用微信在女大学生中流行这一趋势ꎬ组织

相关教师共同建立 ＰＭＳ 相关知识公众号ꎬ利用网络宣

传相关知识ꎬ在线解答学生的提问ꎬ既尊重了学生隐

私ꎬ又可达到教育目的ꎮ ( ２) 在处理 ＰＭＳ 相关问题

时ꎬ应积极治疗痛经相关问题ꎬ纠正女大学生对月经

的态度ꎬ采取措施缓解女学生过大的学习压力ꎬ并鼓

励患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经前期相关症状ꎮ
(３)受中国保守文化的影响ꎬ大部分在校女大学生将

月经问题视为隐私问题ꎬ当患相关疾病时羞于去医院

就诊ꎬ往往会耽误病程ꎮ 学校校医院可以设立 ＰＭＳ 门

诊和心理咨询室ꎬ让有经验的心理咨询老师配合专业

医生对患 ＰＭＳ 学生进行诊治ꎬ充分注重保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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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Ｓｅｘ 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１ꎬ２(６):２１－２７.

[１９] 杨媚ꎬ王红静ꎬ胡丽娟ꎬ等.成都市 １ ２０５ 名女大学生月经状况调查

分析[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０ꎬ３７(１９):３６４２－３６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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