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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高中生睡眠质量与血压的关系ꎬ为预防青少年高血压提供依据ꎮ 方法　 对整群抽取的宁夏银川

市某高中 ２ １１６ 名学生ꎬ测量血压、身高、体重ꎬ并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ＰＳＱＩ)问卷调查ꎮ 结果　 银川市某高中学

生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为 ３８.０４％ꎮ 不同主观睡眠质量、催眠药物使用、睡眠质量的高中生血压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睡眠时间在>７ ｈ 和≤７ ｈ 之间血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在调整年龄、性别、体育锻炼、生源

地、体质量指数、吸烟、饮酒后的多元线性回归中ꎬ睡眠质量与收缩压(β ＝ ２.６８ꎬＰ<０.０１)、舒张压(β ＝ ０.７５ꎬＰ ＝ ０.０２)的关联

均存在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睡眠质量和高中生血压有关ꎮ 提高睡眠质量可能有利于预防青少年高血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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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ꎬ高血压发病呈现低龄化趋

势ꎬ儿童青少年罹患高血压的风险不断增加[１] ꎮ 人一

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ꎬ好的睡眠

质量对人的健康极为重要ꎮ 但是高中生面临着成长

的困惑、学业和高考的压力等问题ꎬ很容易出现睡眠

问题ꎬ而睡眠对心血管系统可产生重要影响ꎮ 本研究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以宁夏银川市某高中全体在校学生为

研究对象ꎬ研究睡眠质量与血压的关系ꎬ为预防青少

年高血压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对宁夏银川市某高中高

一至高三所有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收回 ２ ５２１ 份

问卷ꎬ剔除错填、漏填等不合格问卷ꎬ获得有效问卷

２ １１６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３.９３％(部分调查对象填写不

认真ꎬ且调查缺乏激励机制ꎬ导致有效回收率较低)ꎮ
其中男生 ８９２ 名(４２.１６％)ꎬ女生 １ ２２４ 名(５７.８４％)ꎻ
高一 学 生 ６０８ 名 ( ２８. ７３％)ꎬ 高 二 学 生 ６９６ 名

(３２.８９％)ꎬ高三学生 ８１２ 名(３８.３７％)ꎮ 年龄为 １５ ~
１９ 岁ꎬ平均(１７.１７±０.９４)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ꎬ由经

过培训的调查员发放问卷ꎬ问卷现场填写ꎬ当场回收ꎮ
问卷内容包括:(１)自制调查问卷ꎬ包括性别、年龄、年
级、饮酒状况、吸烟状况、体育锻炼状况等ꎮ (２)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ꎬ由刘贤臣等修订ꎬ用于评定最近 １ 个月的睡眠

质量ꎮ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２－３] ꎮ 该量表由

１９ 个自评和 ５ 个他评条目构成ꎬ其中第 １９ 个自评条

目和 ５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ꎮ １８ 个条目由主观睡

眠质量、入睡难易、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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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药物使用和日间功能障碍 ７ 个成分组成ꎬ每个成分

根据严重程度计 ０ ~ ３ 分ꎬ总分 ２１ 分ꎬ得分越高睡眠质

量越差ꎮ ＰＳＱＩ 总分≤７ 分为睡眠质量好ꎬ>７ 分为睡眠

质量差ꎮ 问卷重测信度为 ０. ８１ꎬ分半信度为 ０. ８７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２.２　 体格检查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测量身高、
体重和血压ꎮ 测血压前 ３０ ｍｉｎ 禁止剧烈活动ꎬ排空膀

胱ꎮ 静坐 ５ ｍｉｎꎬ使用水银血压计进行测量ꎬ一般选择

右臂ꎬ右臂位置与心脏保持平齐ꎬ测量 ２ 次ꎬ间隔 ２
ｍｉｎꎬ取平均值ꎮ 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ꎬ ＢＭＩ ＝ 体重 ( ｋｇ ) / [ 身高２

(ｍ２)]ꎮ
１.２.３　 相关标准　 吸烟指过去 ３ 个月ꎬ每周吸烟不少

于 １ 支ꎻ饮酒指不论白酒、啤酒、黄酒或葡萄酒ꎬ每周平

均饮用≥１ 次即为饮酒ꎻ体育锻炼指过去 ６ 个月每周

至少 ５ 次ꎬ每次至少运动锻炼 ３０ ｍｉｎ[４－５] 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建立数据库并进

行数据录入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处理ꎮ 计数资料用构成比或百分率表示ꎬ组间百分

率的比较用 χ２ 检验ꎮ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计量资

料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ꎮ 影响因素的

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生血压现状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高中生血压值比较(ｘ±ｓꎬｍｍＨｇ)

人口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收缩压 舒张压
年龄 / 岁 １５ ３４ １１４.９１±４.９９ ６９.４７±６.０５

１６ ５３３ １１７.８７±９.２７ ６８.７０±７.２１
１７ ７４１ １１９.３５±８.７８ ６９.８９±７.１３
１８ ６５１ １２０.１１±７.９５ ７０.３０±６.９０
１９ １５７ １２１.１１±６.８２ ７０.５１±７.４１

Ｆ 值 ９.３６ ４.４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８９２ １２２.２９±７.６６ ７０.０９±７.４４
女 １ ２２４ １１７.０７±８.４９ ６９.５２±６.８６

ｔ 值 １４.７９ １.７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７

生源地 城市 １ ８４９ １１９.１５±８.６０ ６９.７６±７.０７
农村 ２６３ １２０.０６±８.１８ ６９.６９±７.３４

ｔ 值 １.６１ ０.１６
Ｐ 值 ０.１１ ０.８８

ＢＭＩ 正常 １ ８５７ １１８.７４±８.４９ ６９.６２±７.１０
超重 ２０９ １２２.６５±８.２８ ７０.１９±６.７９
肥胖 ５０ １２５.０２±６.５３ ７３.１８±８.００

Ｆ 值 ３２.１５ ６.５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体育锻炼 是 ７１４ １２０.４１±８.５１ ６９.４９±７.２６
否 １ ４０２ １１８.６９±８.５２ ６９.８９±７.０３

ｔ 值 ４.３９ １.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２

吸烟 是 ３８ １１８.５８±８.９３ ６９.４２±７.２０
否 ２ ０７８ １１９.２８±８.５５ ６９.７６±７.１１

ｔ 值 ０.５０ ０.２９
Ｐ 值 ０.６２ ０.７７

饮酒 是 ９５ １１９.７８±７.６７ ６９.８５±７.６４
否 ２ ０２１ １１９.２５±８.５９ ６９.７５±７.０９

ｔ 值 ０.５９ ０.１３
Ｐ 值 ０.５５ ０.８９

　 注: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ꎮ

　 　 由表 １ 可见ꎬ不同性别高中生、不同体育锻炼状况

学生的收缩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
且男生高于女生ꎮ 不同年龄、不同 ＢＭＩ 学生收缩压和

舒张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

生源地、吸烟与饮酒状况学生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高中生睡眠质量现状　 高中生睡眠质量差的检

出率为 ３８.０４％(８０５ / ２ １１６)ꎮ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学

生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睡眠质量与血压的关系　 由表 ３ 可知ꎬ不同主观

睡眠质量、催眠药物使用、睡眠质量的学生收缩压和

舒张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主观

睡眠质量差、使用催眠药物、睡眠质量差的学生的收

缩压和舒张压更高ꎮ 有睡眠障碍的学生收缩压高于

无睡眠障碍的学生(Ｐ<０.０５)ꎮ 睡眠时间在>７ ｈ 和≤７
ｈ 之间血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高中生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１５ ３４ １２(３５.２９) ３.３１ ０.５１

１６ ５３３ １９２(３６.０２)
１７ ７４１ ２９９(４０.３５)
１８ ６５１ ２４７(３７.９４)
１９ １５７ ５５(３５.０３)

性别 男 ８９２ ３２０(３５.８７) ３.０８ ０.０８
女 １ ２２４ ４８５(３９.６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３　 不同睡眠状况高中生血压水平比较(ｘ±ｓꎬｍｍＨｇ)

量表成分 人数 统计值 收缩压 舒张压
主观睡眠质量 好 １ ４５８ １１７.７１±８.６０ ６９.４２±６.５２

差 ６５８ １２２.７２±７.３４ ７０.５０±８.２２
ｔ 值 １３.７６ ３.０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睡眠时间 / ｈ >７ ２５５ １１８.４１±７.６２ ６９.０４±６.０２
≤７ １ ８６１ １１９.３９±８.６７ ６９.８６±７.２４

ｔ 值 １.８９ １.９９
Ｐ 值 ０.０６ ０.０５

入睡难易 易 １ １４９ １１８.９３±８.２１ ６９.７５±６.９４
不易 ９６７ １１９.６７±８.９２ ６９.７６±７.３１

ｔ 值 １.９９ ０.０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９９

睡眠效率 ≥８５％ １ ７７５ １１９.３２±８.６７ ６９.８４±７.２１
<８５％ ３４１ １１９.０１±７.９３ ６９.３１±６.５３

ｔ 值 ０.６１ １.３４５
Ｐ 值 ０.５４ ０.１８

睡眠障碍 无 ９１９ １１８.３１±８.４８ ６９.５３±６.６１
有 １ １９７ １２０.０１±８.５３ ６９.９３±７.４７

ｔ 值 ４.５５ １.２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０

催眠药物 不用 ２ ０８６ １１９.１６±８.５３ ６９.６８±７.０７
用 ３０ １２６.７０±６.８３ ７５.３０±７.６５

ｔ 值 ４.８２ ４.３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日间功能障碍 无 ４９５ １１８.８０±８.２４ ６９.５６±６.５４
有 １ ６２１ １１９.４１±８.６４ ６９.８２±７.２８

ｔ 值 １.４１ ０.７３
Ｐ 值 ０.１６ ０.４６

睡眠质量 好 １ ３１１ １１８.３５±８.４７ ６９.４７±６.６０
差 ８０５ １２０.７７±８.４７ ７０.２３±７.８４

ｔ 值 ６.３７ ２.２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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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睡眠质量和血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收缩

压、舒张压的实测值为因变量ꎬ以 ＰＳＱＩ 量表评定的睡

眠质量、年龄、性别、体育锻炼、生源地、ＢＭＩ、吸烟、饮
酒为自变量ꎬ在 ａ入 ＝ ０.０５ꎬａ出 ＝ ０.１０ 水平上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ꎮ 变量赋值情况ꎬ睡眠质量:１ ＝ 睡眠质

量好ꎬ２ ＝睡眠质量差ꎻ年龄:１ ＝ １５ 岁ꎬ２ ＝ １６ 岁ꎬ３ ＝ １７
岁ꎬ４ ＝ １８ 岁ꎬ５ ＝ １９ 岁ꎻ性别:１ ＝男ꎬ２ ＝女ꎻ体育锻炼:１
＝否ꎬ２ ＝是ꎻ生源地:１ ＝城市ꎬ２ ＝农村ꎻＢＭＩ:１ ＝正常ꎬ２

＝超重ꎬ３ ＝ 肥胖ꎻ吸烟:１ ＝ 是ꎬ２ ＝ 否ꎻ饮酒:１ ＝ 是ꎬ２ ＝
否ꎮ 结果显示ꎬ在未调整和调整年龄、性别、体育锻

炼、生源地、ＢＭＩ、吸烟、饮酒等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中ꎬ睡眠质量与收缩压(β ＝ ２.６８ꎬＰ<０.０１)、舒张压

(β ＝ ０.７５ꎬＰ ＝ ０.０２)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ꎬ睡眠质量

差的学生收缩压和舒张压高于睡眠质量好的学生ꎮ
见表 ４ ~ ５ꎮ

表 ４　 调整前高中生睡眠质量与收缩压舒张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２ １１６)

变量

收缩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舒张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１０７.３２ ３.３２ ３２.３６ <０.０１ ５７.５８ ２.８４ ２０.３０ <０.０１
性别 －４.８９ ０.３６ －０.２８ －１３.７５ <０.０１
睡眠质量 ２.６６ ０.３６ ０.１５ ７.４７ <０.０１ ０.７６ ０.３２ ０.０５ ２.４１ ０.０２
ＢＭＩ ２.６０ ０.４２ ０.１３ ６.１６ <０.０１ １.０７ ０.３７ ０.０６ ２.８８ <０.０１
年龄 ０.７６ ０.１９ ０.０８ ４.１０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１６ ０.０８ ３.５２ <０.０１

表 ５　 调整后高中生睡眠质量与收缩压舒张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２ １１６)

变量

收缩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舒张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１０２.３５ ４.３２ ２３.６７ <０.０１ ５９.４０ ３.８５ １５.４４ <０.０１
年龄 ０.７７ ０.１９ ０.０９ ４.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０７ ３.３１ <０.０１
性别 －４.７５ ０.３７ －０.２７ －１２.７７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３３ －０.０４ －１.５５ ０.１３
体育锻炼 ０.６３ ０.３８ ０.０４ １.６６ ０.１０ －０.４７ ０.３４ －０.０３ －１.４０ ０.１６
生源地 ０.３８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７４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９７
ＢＭＩ ２.６４ ０.４２ ０.１３ ６.２５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３８ ０.０６ ２.６３ ０.０１
吸烟 １.２３ １.４９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４１ ０.０８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９５
饮酒 ０.６９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４７ －０.１８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８３
睡眠质量 ２.６８ ０.３６ ０.１５ ７.５０ <０.０１ ０.７５ ０.３２ ０.０５ ２.３７ ０.０２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银川市某高中学生睡眠质量差的检

出率为 ３８.０４％ꎬ高于王世嫘等[６]对济宁市高中生睡眠

障碍检出率(２７.２％)ꎮ 可能与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不

同、选择样本的方法不同及 ＰＳＱＩ 量表睡眠质量差的

界值选择不同有关ꎮ 提示高中生睡眠质量不容乐观ꎬ
是急需解决的问题ꎮ

不同性别学生收缩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男生

高于女生ꎻ而舒张压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多元

线性回归显示ꎬ收缩压与性别呈负相关ꎬ即男生的收

缩压要高于女生ꎬ从标准偏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性别对

收缩压影响最大ꎮ 不同年龄高中生收缩压和舒张压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收
缩压和舒张压与年龄均呈正相关ꎬ且年龄越大ꎬ收缩

压和舒张压越高ꎮ 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７] ꎮ
不同 ＢＭＩ 高中生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收缩压和舒张压

与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ꎬＢＭＩ 越大ꎬ收缩压和舒张压越高ꎮ
ＢＭＩ 是独立预测青少年高血压的指标[８] ꎬ虽然采用的

超重、肥胖标准不同ꎬ但是很多研究显示出青少年超

重和肥胖与血压升高有关[９－１０] ꎮ 国内外研究已经证

实ꎬ不但肥胖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ꎬ而且体重及 ＢＭＩ

与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密切相关[１１] ꎮ
在主观睡眠质量、是否使用催眠药物、睡眠质量

方面ꎬ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主观

睡眠质量好、不使用催眠药物、睡眠质量好的学生收

缩压和舒张压较低ꎮ 在未调整和调整年龄、性别、体
育锻炼、生源地、ＢＭＩ、吸烟、饮酒的多元线性回归中ꎬ
睡眠质量与收缩压、舒张压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睡眠质量是高中生血压的影响因素ꎮ 与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１２－１３] ꎮ 高中生课业负担较重ꎬ精神压力大ꎬ集
体宿舍存在不利于睡眠的条件等原因可能导致睡眠

质量差ꎮ 睡眠质量差引起血压增高的生物学原因可

能有以下方面:(１)精神紧张、焦虑等情绪变化可以引

起睡眠质量差ꎬ可使中枢调节功能失调ꎬ使各级中枢

发放的缩血管冲动增多或各类感受器传入的缩血管

信号增强或阻力血管对神经介质反应过度等都可能

导致血压升高[１４－１５] ꎮ (２)机体处于紧张状态ꎬ醛固酮

分泌增多ꎬ引起水钠潴留而导致血压升高ꎮ 同时醛固

酮分泌增多ꎬ可能会引起血管紧张素 ＩＩ 分泌增多ꎬ导
致血管的收缩而出现高血压[１６] ꎮ (３) 睡眠质量差缩

短了有效睡眠时间ꎬ 扰乱正常的昼夜血压波动模

式[１７] ꎬ可能导致血压增高ꎮ
目前睡眠时间与血压增高的相关性还存在争议:

３０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２



一些研究得出无论睡眠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增加高

血压的风险[１８] ꎬ有研究得出在 １５ ~ １８ 岁年龄组中ꎬ睡
眠时间充足的学生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低于睡眠时

间不足的学生[１９] ꎻ还有研究认为ꎬ睡眠时间和血压无

关联[２０－２１]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睡眠时间在>７ ｈ 和≤７
ｈ 之间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原因可能有以下 ２ 个

方面:(１)本研究将睡眠时间以 ７ ｈ 为分界点进行了比

较ꎬ只能说明高中生在该分类睡眠时间的方法之间的

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不能证明睡眠时间与血压无

关联ꎮ (２)大部分高中生每天睡觉之前在学习ꎬ需要

高度集中注意力ꎬ或者因为在集体宿舍睡前同学之间

交谈ꎬ或者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ꎬ使得睡前比较兴奋ꎮ
而深睡眠减少可以提高交感神经的活性、增加去甲肾

上腺素的水平ꎬ使得血压增高[２２] ꎮ 而本研究在调查睡

眠时间时ꎬ没有区分浅睡眠和深睡眠ꎮ 这也可能是本

研究得出不同睡眠时间之间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的原因ꎬ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ꎮ 因此ꎬ研究青少

年睡眠问题不仅要调查睡眠时间ꎬ还应该包括睡眠

质量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张莹ꎬ焦怡琳ꎬ王吉春ꎬ等.我国儿童青少年原发性高血压影响因

素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２):１６５－１６８.
[２] 　 路桃影ꎬ李艳ꎬ夏萍ꎬ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Ｊ] .重庆医学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３):２６０－２６３.
[３] 　 刘贤臣ꎬ唐茂芹ꎬ胡蕾ꎬ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和效度研

究[Ｊ] .中华精神科杂志ꎬ１９９６ꎬ２９(２):１０３－１０７.
[４] 　 冯永辉.青少年压力与吸烟行为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１):７７－８０.
[５] 　 宿荣荣.甘肃省普通高校大学生超重和肥胖的评价标准比较及危

险因素分析[Ｄ].兰州:西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５.
[６] 　 王世嫘ꎬ赵洁.济宁市高中生睡眠质量与特质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４):５３２－５３４.

[７] 　 卢卫国ꎬ伍伟洪ꎬ陈兴亮.佛山市顺德区中学生血压分布及影响因

素分析[Ｊ] .现代医院ꎬ２０１４ꎬ１４(４):１５４－１５６.
[８] 　 王文绢ꎬ王克安ꎬ陈春明ꎬ等.北京地区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与血

压关系的研究[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２５(２):１０９－１１２.
[９] 　 张小平ꎬ李亚蕊.太原市城乡青春期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 Ｊ] .山

西医药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４１(５):４２９－４３３.
[１０] 覃永生ꎬ梁凌.儿童及青少年高血压的研究概况[ Ｊ] .中国临床新

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９(９):８３７－８４１.
[１１] ＢＡＮＣＡＬＡＲＩ ＲꎬＤＩＡＺ Ｃꎬ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ＡＧＵＡＹＯ Ａ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Ｊ] .Ｒｅｖ Ｍｅｄ Ｃｈｉｌꎬ２０１１ꎬ１３９(７):８７２－８７９.

[１２] 任艳峰ꎬ董京娥ꎬ滕彬ꎬ等.初中生睡眠质量现况及其与血压的关

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９):１１１７－１１１９.
[１３] 田朝霞ꎬ李红梅ꎬ敖炼.山西省汾阳市高中生睡眠状况与血压的关

系研究[Ｊ] .护理研究ꎬ２０１７ꎬ３１(２６):３２６８－３２７１.
[１４] 陈灏珠.实用内科学[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０１:１４２９ －

１４４７.
[１５] 杨甫德ꎬ陈彦方ꎬ丁荣晶ꎬ等.中国失眠防治指南[ Ｍ].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１５２－１５３.
[１６] 李海聪ꎬ杨毅玲ꎬ马明ꎬ等.改善睡眠障碍有助于降血压[ Ｊ] .中华

高血压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１５(４):２９４－２９８.
[１７] ＡＵ Ｃ ＴꎬＨＯ Ｃ ＫꎬＷＩＮＧ Ｙ Ｋꎬｅｔ ａｌ.Ａ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１３３(１):ｅ６４－ｅ７２.
[１８] 郭潇繁ꎬ张晓宇ꎬ王军ꎬ等.睡眠时间与高血压关系的荟萃分析[ Ｊ]

中华高血压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９):７４８－７５４.
[１９] 李柏谖ꎬ张芸环ꎬ秦天悦ꎬ等.兰州市中小学生睡眠时间和血压的

关系[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１):８６－８８.
[２０] ＬＩＭＡ￣ＣＯＳＴＡ Ｍ ＦꎬＰＥＩＸＯＴＯ Ｓ ＶꎬＲＯＣＨＡ Ｆ Ｌ.Ｕｓｕ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ｕ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ＢＨＡＳ)[Ｊ]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２００８ꎬ９(７):８０６－８０７.

[２１] ＳＦＯＲＺＡ ＥꎬＳＡＩＮＴ Ｍ ＭꎬＢ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Ｙ Ｊ Ｃ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ｓｏｍｎｉａｃ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９):９６５－９７１.

[２２] 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Ｐꎬ ＡＮＮＥ￣ＬＡＵＲＥꎬ ＲＥＮＡＵＤ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ｔ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 Ｒｅｖꎬ２０１４ꎬ１８
(６):５１２.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５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上接第 １８００ 页)
[９] 　 马永红ꎬ谭姣ꎬ张彭燕ꎬ等.陕西省某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暴力伤

害行为影响因素[Ｊ] .职业与健康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１９):２７１４－２７１７.
[１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少 / 学校卫生中心ꎬ中国青少年健康危

险行为监测执行组.２００８ 年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工作手

册[Ｍ].北京: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ꎬ２００８:２２－５９.
[１１] ＮＩＥＤＥＲＭＥＩＥＲ ＭꎬＦＲüＨＡＵＦ Ａ ꎬＫＯＰＰＷＩＬＦＬＩＮＧ Ｐꎬｅｔ ａ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Ｓｕｂｓｔ Ｕｓｅ Ｍｉｓｕｓｅꎬ ２０１８ꎬ５３ ( １０): １５８１ －
１５９０.

[１２] 安维维ꎬ余小鸣ꎬ张芯ꎬ等.大学生不良饮食行为现况及其影响因

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１ꎬ３２(１０):１１７３－１１７５.
[１３] 谯燕群ꎬ李均ꎬ许小明ꎬ等.大学生饮酒及限酒策略现状[ Ｊ] .实用

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７ꎬ２４(２):２４８－２５１.
[１４] 翟伟ꎬ刘晶芝ꎬ买合木提买买提ꎬ等.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不良

健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２):２８２－
２８５.

[１５] 杜国平ꎬ李伟ꎬ许松萍ꎬ等.江苏省大学生不良健康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５):７１１－７１４.

[１６] 虞晓燕ꎬ谢镕泽ꎬ许安锣ꎬ等.大学生网络贷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

策[Ｊ] .新闻研究导刊ꎬ２０１８ꎬ９(６):２２－２３ꎬ２９.
[１７] 甘丽阳ꎬ金镇ꎬ项梦怡ꎬ等.大学生" 蚂蚁花呗" 信用额度消费若干

问题探讨[Ｊ] .海峡科技与产业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３－６５.
[１８] 黄丹妮ꎬ王文荣ꎬ毛明震.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消费信贷

行为研究[Ｊ] .统计与管理ꎬ２０１７(２):９３－９４.
[１９] ＳＡＮＳＯＮＥ Ｒ ＡꎬＳＡＮＳＯＮＥ Ｌ Ａ.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Ｊ] .Ｉｎｎｏｖ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１):３３－３７.
[２０] 郭帅军ꎬ余小鸣ꎬ张芯ꎬ等.大学生吸烟、饮酒等健康危险行为的聚

集现象分析[Ｊ]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３ꎬ４５(３):３８２－３８６.
[２１] 刘志浩ꎬ廉启国ꎬ卫平民ꎬ等.南京市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

式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１０):１１９３－１１９４ꎬ１１９７.
[２２] ＦＯＳＳＵＭ Ｉ ＮꎬＮＯＲＤＮＥＳ Ｌ ＴꎬＳＴＯＲＥＭＡＲＫ Ｓ Ｓ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ｂ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ｄａｙｔｉｍｅ 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ꎬｍｏｒｎｉｎｇｎｅｓｓꎬ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ｔｙｐｅ
[Ｊ] .Ｂｅｈａｖ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１２(５):３４３－３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４０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