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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经前期综合征发生率ꎬ为提升高校非体育类女生体育锻炼及预防保健意

识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以教学班为单位ꎬ对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银杏学院等高校体育类与非体育类一~三年级在校 ２ ０３４ 名女生发放调查问卷ꎮ 结果　 体育类女生经前期综合征发生率

(３１.２２％ꎬ１１８ / ３７８)低于非体育类女生(６１.８４％ꎬ１ ０２４ / １ ６５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２.１４ꎬＰ<０.０１)ꎻ非体育类女生无体

育锻炼组经前期综合征发生率(７６.２５％)高于有体育锻炼组(４７.５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２.３０ꎬＰ<０.０１)ꎮ 体育类女

生关注经前期身体状况变化、身体状况自检情况均好于非体育类女生ꎻ关注预防保健知识大学阶段体育类女生多于非体育

类女生ꎬ中学阶段非体育类女生多于体育类女生ꎬ小学阶段和从未关注项差距不大ꎮ 在身体变化、自检、预防保健知识方

面ꎬ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１.４３ꎬ３０.８８ꎬ２７.６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应根据非体育

类女生掌握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情况ꎬ增强通过体育锻炼预防经前期综合征的保健意识ꎬ增强体质ꎬ降低前期综合征的发

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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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前期综合征( 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ｕ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ＰＭＳ)是指

妇女在月经前 ７ ~ １４ ｄ(黄体期) 出现的躯体、 情感和

行为方面改变的综合征[１] ꎬ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

中、烦躁易怒、压抑、腹胀、失眠等ꎬ严重者可影响日常

生活[２－３] ꎬ月经来潮后症状可自然消失ꎮ 为分析高校

体育类和非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的发生特点及差异ꎬ了解

体育锻炼对高校女生 ＰＭＳ 发生的影响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对四川省 ４ 所高校在校女生进行了问卷调查ꎬ
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预防保健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类整群抽样方法ꎬ以体育教学班为

２５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单位ꎬ选取四川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

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学院等高校体育类与非体

育类一~三年级 ２ ０６７ 名在校女生发放调查问卷ꎮ 调

查对象均无器质性和精神类疾病ꎮ
由于大四年级女生面临毕业ꎬ大多把精力放到找

工作和学习上ꎬ体育锻炼时间相对减少ꎬ故此研究样

本不包含这类女生ꎮ 体育类女生指体育专业的女生ꎬ
平均每天进行专业训练的时间>１.５ ｈꎬ非体育类女生

是指非体育专业的女大学生ꎮ 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

生的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专业

教师对所调查的教学班女生进行统一的讲解培训后ꎬ
采取现场答卷方式ꎬ无记名填写ꎬ当场收回所发放问

卷ꎬ回收率为 １００％ꎬ有效问卷 ２ ０３４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４％ꎮ 其中高校非体育类女生 １ ６５６ 名ꎬ体育类女生

３７８ 名ꎮ 年龄在 １７ ~ ２２ 岁之间ꎬ平均(１９.５ ± １.１) 岁ꎮ
将非体育类女生分为无体育锻炼组(平均每天进行体

育锻练的时间<２０ ｍｉｎ １ ０９８ 名)和有体育锻炼组(平

均每天进行体育锻练的时间≥２０ ｍｉｎ ５５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国内多采用问卷调查方法ꎬ查阅女性经前

期综合征相关文献[４－９] ꎬ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的基

础上ꎬ参照美国妇产科学会 ＡＣＯＧ 推荐使用标准[１０] 以

及经前期综合诊断 ＰＭＳ 量表[１１] 编制问卷ꎮ 问卷包括

高校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各症状发生率、预防

保健意识的掌握、平均日锻炼时间及学校健康教育类

课程开设等内容ꎮ 经前期综合征诊断标准:２ 次以上

连续的月经周期中ꎬ月经来潮前 １ 周内出现抑郁、紧张

焦虑、烦躁易怒、偏好某种食物等精神症状及乳房胀

痛、肢体肿胀、头痛偏头痛、肠道异常、腹胀腹痛、易疲

劳、嗜睡等躯体症状ꎮ 根据症状的轻重分成 ４ 个等级

并进行评定:无症状ꎬ计 ０ 分ꎻ有症状但不影响日常生

活ꎬ记 １ 分ꎻ影响到日常活动ꎬ但尚可忍受ꎬ记 ２ 分ꎻ严

重影响日常活动ꎬ需治疗的ꎬ记 ３ 分ꎮ 总分计法为累加

每项症状的分值≤１０ 分为轻度ꎬ１１ ~ ２０ 分为中度ꎬ>２０
分为重度ꎬ分值越高ꎬＰＭＳ 症状越严重[１２] ꎮ 为了便于

说明问题ꎬ本文不考虑有交叉症状的数据ꎬ对既有精

神症状又有躯体症状的问卷进行了剔除ꎮ 调查员于

问卷调查后 ３ 周ꎬ随机抽取西华大学 ２０１５ 级体育类与

非体育类 ７８ 名女生进行复测ꎬ结果显示ꎬ问卷信效度

较好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１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各症状发生情况　
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发生率为 ３１.２２％(１１８ / ３７８)ꎬ其中轻

度为 １８.５１％ꎬ中度为 １１.３８％ꎬ重度为 １.３２％ꎻ躯体症

状发生率为 ６.８８％ꎬ精神症状发生率为 ２１.６９％ꎮ 非体

育类女生 ＰＭＳ 发生率为 ６１.８４％(１ ０２４ / １ ６５６)ꎬ其中

轻度为 ３９.４０％ꎬ中度为 １７.６９％ꎬ重度为 ４.７７％ꎻ躯体

症状发生率为 １６. １２％ꎬ精神症状发生率为４５.７１％ꎮ
ＰＭＳ 发生率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１２２.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有无体育锻炼的非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发生情况　
非体育类女生无体育锻炼组 ＰＭＳ 发生率( ７６. ２５％ꎬ
７８９ / １ ０９８)高于有体育锻炼组(４７.５９％ꎬ２６７ / ５５８)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２.３０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关注经前期身体变化及

预防保健意识 　 体育类女生保健意识均好于非体育

类女生ꎮ 关注预防保健知识大学阶段体育类女生多

于非体育类女生ꎬ中学阶段非体育类女生多于体育类

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校体育类与非体育类女生预防保健意识报告率比较(ｎ ＝ ２ ０３４)

是否

体育类
人数

关注经前期身体变化

经常 偶尔 从未

身体状况自检经常

经常 偶尔 从未

关注预防保健知识时间段

小学 中学 大学 从未
是 ３７８ １８６(４９.２１) １５３(４０.４７) ３９(１０.３１) ２０７(５４.７６) １２０(３１.７４) ５１(１３.４９) ６６(１７.４６) ８１(２１.４２) ２０７(５４.７６) ２４(６.３４)
否 １ ６５６ ６８４(４１.３０) ６３６(３８.４０) ３３６(２０.２８) ７２０(４３.４７) ７８３(４７.２８) １５３(９.２３) ２９４(１７.５５) ５６１(３３.８７) ６８７(４１.４８) １１４(６.５２)
χ２ 值 ２１.４３ ３０.８８ ２７.６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现代社会充满竞争ꎬ教育模式和与日俱增的就业

压力等因素深深影响着高校学生ꎮ 互联网已成为高

校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ꎬ计算机、手机、平板计算

机等工具的频繁使用ꎬ增加了熬夜、睡懒觉、不吃早饭

的频率ꎮ 长时间的坐卧ꎬ引起不良心理及生理效应ꎬ

加之缺少体育锻炼ꎬ营养、体质、调节功能均受负性影

响ꎮ 经前期综合征已成为当前女大学生一个普遍的

健康问题[１３] ꎮ 女大学生最容易感受到的 ＰＭＳ 症状是

困倦乏力、疲倦或缺乏精力[１４] ꎮ 张艳清[１５] 提出ꎬＰＭＳ
的发生与生活习惯有关ꎬ平时饮食习惯不规律、睡眠

较差、缺乏体育锻炼者 ＰＭＳ 的发生率较高ꎮ 长期坐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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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状态的持续可降低大脑皮层的紧张度ꎬ引起相应

调节能力减弱ꎬ形成内在的平衡失调ꎬ尤其当学业、就
业压力增大ꎬ生活不愉快ꎬ如果过分压抑情绪ꎬ下丘脑

垂体卵巢轴活动受到影响ꎬ雌性激素分泌就会发生变

化ꎮ 女性激素水平发生剧烈变化的生理过程ꎬ会间接

导致神经递质的代谢异常ꎮ ２００５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的八年制«精神病学» [１６] ꎬ将 ＰＭＳ 列于“内分泌疾

病和代谢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之“性腺功能异常所

致精神障碍”中ꎮ
非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发生率高于体育类女生ꎬ体育

类女生作为高校的特殊群体ꎬ日均体育锻炼时间约为

１.５ ｈ 左右ꎬ且强度较大ꎬ这可能是降低体育类女生

ＰＭＳ 症状发生率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国外研究发现ꎬ体
育锻炼能缓解 ＰＭＳ 症状ꎬ高强度体育锻炼比低强度的

体育锻炼能更有效地缓解症状[１７] ꎮ 体育锻炼可促进

大脑分泌一种具有类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ꎬ可有效降

低抑郁、焦虑以及其他消极情绪[１８] ꎮ 体育锻炼不但与

抑郁症状的减轻有关ꎬ而且和心理治疗一样有效ꎮ
ＰＭＳ 本身就是一种身心症状疾病[１９] ꎮ 对于经期适度

锻炼的女生ꎬＰＭＳ 的发生率会低于那些过分强调经期

减少活动量ꎬ甚至不锻炼者ꎮ 在经期经常参加适量的

体育运动ꎬ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过程ꎬ改
善盆腔循环ꎬ使得月经期的不适感减轻ꎬ保持精神愉

快ꎬ减少烦恼[２０] ꎮ
本研究发现ꎬ专业特点增加了体育类女生接触健

康教育相关知识的概率ꎬ除体育锻炼情况外ꎬ对预防

保健意识的学习了解ꎬ体育类女生均好于非体育类女

生ꎮ 在李洋等[２１] 的调查研究中ꎬ有 ９４.２６％的被试希

望获得有关经前期综合征相关知识ꎮ 加强对非体育

类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知识的普及教育尤为必要ꎮ
高校相关部门及人员采取以下措施:(１)高校教

务部门应根据非体育类女生当前掌握健康教育相关

知识的水平特点及具体需求ꎬ有针对性地开设与健康

教育相关理论的选修课程及讲座ꎬ帮助高校非体育类

女生提高通过体育锻炼预防 ＰＭＳ 的意识ꎮ (２) 高校

体育教师应加强对非体育类女生体育锻炼方式方法

的指导ꎬ积极引导这一群体了解体育锻炼对增强体

质、减少 ＰＭＳ 发生率的作用ꎮ (３)高校学校心理卫生

研究中心和高校医院对 ＰＭＳ 的发病机制和预防措施

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ꎬ加强对 ＰＭＳ 的诊疗及监测的

指导ꎮ
由于本次研究因条件和时间限制ꎬ对体育类女生

月经不规律ꎬ而 ＰＭＳ 症状发生率较低这一研究领域尚

未考虑在内ꎬ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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