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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失眠与中医体质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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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中医体质类型与失眠的关系ꎬ为大学生失眠的中医调理提供一定的方向ꎮ 方法　 应用中

文版雅典失眠量表和中医体质量表对整群随机抽取的河南省南阳市 １ ０８０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ꎬ对其失眠状况

及中医体质类型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３５.７％的大学生存在失眠现象(３８６ 名)ꎬ男、女大学生失眠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１１ꎬＰ<０.０５)ꎮ 中医体质分布调查对象中平和体质仅占 ２５.８％ꎬ偏颇体质中以阴虚质最多(１６.７％)ꎮ 不同中医体质类型

大学生的失眠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７.５１ꎬＰ<０.０５)ꎮ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平和质为失眠的保护因素ꎬ阴
虚质、湿热质、气郁质为危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失眠与中医体质类型有相关性ꎬ可从调理体质的角度改善

其睡眠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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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属中医学“不寐”的范畴[１] ꎮ 随着社会、生活

节奏的加快ꎬ睡眠问题已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生活困

扰ꎮ 据报道ꎬ正常成人失眠的发生率高达 １５％ ~ ３５％ꎬ
在青少年中也有 ２０％的人群受到失眠的干扰[２] ꎮ 短

期失眠影响生活作息ꎬ长期失眠可能导致各种身心症

候ꎮ 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大学生睡眠的原因

进行了研究ꎬ包括学业压力、生活形态及环境因素等ꎮ
体质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固有特质ꎬ 与健康和疾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３] ꎮ 本研究通过探讨大学生失眠与中医体质的关

系ꎬ让大学生了解其体质特性ꎬ从而指导其自我健康

管理ꎬ改善睡眠状况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４ 月ꎬ从河南省南阳市随机选

择 ２ 所高校(南阳理工学院、南阳师范学院)ꎬ采用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按专业和年级抽取 １ １６０ 名在校大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收回问卷 １ １４５ 份ꎬ有效问卷

１ ０８０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３.１％ ꎮ 其中ꎬ文科学生 ４０６
名(３７. ６％)ꎬ理工科学生 ３７９ 名(３５. １％)ꎬ医科学生

２９５ 名(２７.３％)ꎻ大一学生 ３２２ 名(２９.８％)ꎬ大二学生

３０８ 名(２８.５％)ꎬ大三学生 ３００ 名(２７.８％)ꎬ大四学生

１５０ 名(１３.９％)ꎻ城镇学生 ４７６ 名(４４.１％)ꎬ农村学生

６０４ 名( ５５. ９％)ꎻ男生 ５３１ 名( ４９. ２％)ꎬ女生 ５４９ 名

(５０.８％)ꎻ年龄 １７ ~ ２５ 岁ꎬ平均年龄(２０.８７±１.７５)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

等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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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中文版雅典失眠量表(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ｓ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Ｓｃａｌｅ １－８ꎬＣＡＩＳ １－８) [４] 　 该量表为

最近 １ 个月中ꎬ每周出现至少 ３ 次睡眠问题的回顾ꎬ共
８ 题ꎬ第 １ ~ ５ 题为夜间睡眠的观察ꎬ第 ６ ~ ８ 题为白天

受睡眠影响的观察ꎮ 失眠程度采用 ４ 级评分法ꎬ按不

受影响(０ 分)、轻微影响(１ 分)、明显影响(２ 分)、严
重影响(３ 分)进行计分ꎬ总分 ２４ 分ꎮ 总分<４ 分为无

睡眠障碍ꎬ４ ~ ６ 分为可疑失眠ꎬ>６ 分为失眠ꎮ
１.２.３　 中医体质量表　 采用王琦等[５] 编制的中医体

质量表实施调查ꎬ该量表包括平和质、气虚质、阳虚

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 ９
个亚量表ꎬ６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ꎮ 各个亚量表先

计算原始分(所有条目分值相加)后ꎬ再换算为转化分

数＝ (原始分－条目数) / (条目数×４) ×１００ꎮ 平和质转

化分≥６０ 分ꎬ且其他 ８ 种体质转化分均<４０ 分ꎬ可判

定为平和质ꎻ某种偏颇体质转化分≥４０ 分ꎬ可判定为

该偏颇体质[６] ꎮ
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中医学及心理学教师进

行组织ꎬ采取知情同意的原则ꎬ利用班会时间集中调

查ꎬ使用统一指导语ꎬ要求学生匿名填写ꎬ调查员仅对

问卷语意进行解释ꎬ２０ ｍｉｎ 内完成问卷ꎮ 当场回收ꎬ
审核调查表ꎬ剔除漏填率>５％的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数据ꎬ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一般资料采用描述性

分析ꎻ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组间大学生失眠发生情况

和中医体质类型的差异ꎻ 建立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

型ꎬ分析大学生失眠发生情况和中医体质类型的关联

性ꎬ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失眠发生情况　 调查对象中ꎬ无睡眠障碍者 ３３５
名ꎬ占 ３１.１％ꎻ可疑失眠者 ３５９ 名ꎬ占 ３３. ２％ꎻ失眠者

３８６ 名ꎬ占 ３５.７％ꎮ 总体失眠平均得分为(６.８５±２.３３)
分ꎮ 文科生失眠检出率为 ３７. １％ꎬ 理工科学生为

３５.８％ꎬ医学生为 ３３.２％ꎬ不同专业学生失眠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７９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年级及不

同生源地学生失眠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

分别为 １.５７ꎬ０.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生失眠率低于女

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１１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调查对象中ꎬ平和体质有

２７９ 名(２５.８％)ꎬ偏颇体质 ８０１ 名(７４.２％)ꎮ 不同性别

学生体质分布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１８ꎬＰ<
０.０５)ꎮ 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被调查对象

体质分布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４.１８ꎬ
１.２０ꎬ１.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不同中医体质大学生失眠情况比较　 平和质大

学生失眠检出率为 １０.１％ꎬ偏颇质大学生失眠检出率

为 ４４.７％ꎬ偏颇质中失眠率排前 ５ 位的依次是痰湿质、
阴虚质、气郁质、阳虚质和湿热质ꎮ 不同中医体质类

型大学生失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７.５１ꎬ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失眠报告率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可疑失眠 失眠
专业 文科 ４０６ １２８(３１.６) １５１(３７.１)

理工 ３７９ １２３(３２.５) １３７(３５.８)
医学 ２９５ １０８(３６.６) ９８(３３.２)

年级 大一 ３２２ １０３(３２.０) １１７(３６.４)
大二 ３０８ ９８(３１.８) １０７(３４.６)
大三 ３００ １１３(３７.７) １０８(３５.９)
大四 １５０ ４５(３０.０) ５４(３６.０)

性别 男 ５３１ ２１４(４０.３) １７４(３２.８)
女 ５４９ １４５(２６.４) ２１２(３８.６)

生源地 城市 ４７６ １４４(３０.３) １６９(３５.５)
农村 ６０４ ２１５(３５.６) ２１７(３５.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中医体质类型构成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平和质 偏颇质
专业 文科 ４０６ ８８(２１.７) ３１８(７８.３)

理工 ３７９ ９５(２５.１) ２８４(７４.９)
医学 ２９５ ９６(３２.５) １９９(６７.５)

年级 大一 ３２２ ８２(２５.５) ２４０(７４.５)
大二 ３０８ ６４(２０.８) ２４４(７９.２)
大三 ３００ ８９(２６.７) ２１１(７０.３)
大四 １５０ ４４(２９.３) １０６(７０.７)

性别 男 ５３１ １８７(３５.２) ３４４(６４.８)
女 ５４９ ９２(１６.８) ４５７(８３.２)

生源地 城市 ４７６ １２６(２６.５) ３５０(７３.５)
农村 ６０４ １５３(２５.３) １６９(７４.７)

　 注:除平和质外的另外 ８ 种体质为偏颇质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３　 不同中医体质大学生失眠报告率

体质类型 人数 可疑失眠 失眠
平和质 ２７９ １００(３５.８) ２８(１０.１)
气虚质 ９９ ４３(４３.４) ３５(３５.３)
阳虚质 １１７ ４２(３５.９) ４４(３７.６)
阴虚质 １８０ ３２(１７.８) １０４(５７.８)
血瘀质 ６３ ２７(４２.９) ２１(３３.３)
痰湿质 ４５ ７(１５.６) ３０(６６.６)
湿热质 １７１ ６９(４０.４) ６３(３６.８)
气郁质 １１７ ３６(３０.８) ６０(５１.２)
特禀质 ９ ３(３３.３) １(１１.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４　 失眠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性别和中

医体质类型为自变量ꎬ以失眠情况(０ ＝ 无失眠ꎬ１ ＝ 可

疑失眠ꎬ２ ＝失眠)为因变量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４
个因素入选了回归分析模型ꎬ其中ꎬ平和质为保护因

素ꎬ阴虚质、湿热质、气郁质为危险因素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大学生失眠的中医体质类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０８０)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平和质 －１.５７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２１(０.０９~ ０.４７)
阴虚质 ２.１６ ０.５９ ０.００ ８.６３(２.７４~ ２７.２３)
湿热质 １.２７ ０.５５ ０.０２ ３.５５(１.２１~ １０.１７)
气郁质 １.５６ ０.８０ ０.０５ ４.７６(１.０１~ ２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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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３５. ７％的大学生存在失眠情况ꎬ
３３.２％有可疑失眠情况ꎮ 与近几年国内对大学生睡眠

研究的结论一致[７－９] ꎮ 女大学生失眠发生率高于男大

学生ꎬ与王战等[２]研究结论一致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可能与女生特有的生理特点、人格特征有关ꎮ 女生

的生理、心理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ꎬ性格相对敏感多

虑ꎬ从而影响睡眠状态ꎮ 本研究中ꎬ不同专业、年级和

生源地大学生失眠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有研

究发现不同年级和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存在差

异[１０－１１] ꎬ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调查取样、调查工具、
调查地点等随机因素有关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调查对象中平和体质仅占

２５. ８％ꎬ 明显低于丁萌[１２] ( ７８. ７％)、 严 美 花 等[１３]

(６７.８％)的调查结果ꎬ但与谭健成[１４] (２５.６％)的研究

结果接近ꎮ 其原因可能与调查时间、区域、方法的不

同有一定的关系ꎮ 但也可能因大学生学业、就业压力

大ꎬ缺乏体育锻炼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体质普遍

下降ꎮ 大学生阴虚质为居于首位的偏颇体质ꎬ与邱男

等[１５]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阴虚质是由于体内津液精血

等阴液亏少ꎬ以阴虚内热等表现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

态ꎮ 大学生中阴虚质居多ꎬ可能与现代学生普遍存在

运动不足、缺乏锻炼、饮食不规律、经常熬夜以及情绪

不稳定有关ꎮ
本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的体质分布情况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男生以平和质居多ꎬ女生以阴虚质居

多ꎬ可能与生理特点有关ꎮ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

妇人规»中提出“阳非有余ꎬ阴常不足”的理论ꎮ 清

代医家叶天士曰:“女子以肝为先天”ꎬ肝与女性健康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ꎬ它是形成女性体质的重要因

素ꎻ肝藏血ꎬ女子以血为本ꎬ因此女性阴血不足为常见

的表现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不同中医体质类型大学生的失眠

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有失眠状况的大学生体质多

见阴虚质、湿热质、气郁质ꎮ 阴虚体质的人心阴不足、
阴不敛阳ꎬ虚火内扰ꎬ影响心神ꎬ导致神志不宁ꎬ虚烦

不得眠ꎮ 肾阴不足ꎬ津液不能正常输布ꎬ心阴得不到

滋养ꎬ出现心火亢盛ꎬ使心肾不交、水火不济ꎬ导致失

眠ꎮ 湿热体质的人温湿内蕴ꎬ湿性粘腻重池ꎬ湿困中

焦则轮轴转运无力ꎬ又热性趋上ꎬ致心火旺盛ꎬ上扰神

明ꎬ故湿热质易出现睡眠问题ꎮ 当代医家路志正[１６] 认

为:“脾气不足ꎬ运化失司ꎬ湿邪留滞ꎬ困遏中阳ꎬ升降

失调ꎬ心神被蒙ꎬ故失眠多梦ꎮ”说明湿热体质易致睡

眠质量降低ꎮ 气郁质是由于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

而形成的以性格内向不稳定、忧郁脆弱、敏感多疑为

主要表现的体质状态ꎮ 气郁易使身体出现气机阻遏、
肝失疏泄ꎬ气乱则魂乱ꎬ从而出现失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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