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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学生睡眠与身体形态及活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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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吕梁学院体育系ꎬ山西 ０３３０００ꎻ２.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睡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随机分层抽取山

西省某高校 １ ９８４ 名大一至大四年级大学生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数量表(ＰＳＱＩ)调查及体格测量ꎬ分析性别、年龄、入睡时

间点、体质量指数(ＢＭＩ)、身体活动量等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ꎮ 结果　 大学生群体 ＰＳＱＩ 总分及睡眠障碍率为(４.４０±
０.７２)分和 ８.１％ꎬ其中女生[(４.７５±０.９２)分ꎬ１１.４％]高于男生[(４.２７±０.６９)分ꎬ４.９％]ꎬ晚睡组[(４.７４±０.９２)分ꎬ８.７％]高于

正常入睡组[(３.５８±０ ７８)分ꎬ２.１％]ꎬ偏瘦组[(５.１０±０.６８)分ꎬ１５.０％]、超重组[(５.３６±１.２１)分ꎬ１４.３％]高于 ＢＭＩ 正常组

[(４.０８±０.８４)分ꎬ５ ９％]ꎬ活动不足组[( ５.０２ ± １.０１) 分ꎬ１０.３％]、活动中等组[( ４.７３ ± １.０５) 分ꎬ９.９％] 高于活动充足组

[(４.１０±０.７３)分ꎬ６ ２％]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除年龄组间及超重 / 正常组、活动中等 / 活动充足组出现睡眠障碍的风险

值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他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大学生睡眠质量不乐观ꎬ且存在性别差异ꎮ 晚睡、ＢＭＩ 异常、身体活动量

不足等会降低大学生睡眠质量ꎬ增加睡眠障碍发生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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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是评价一个人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的重要指

标[１] ꎮ 大学生的睡眠现状不容乐观ꎬ有资料显示ꎬ中
国大学生群体中有睡眠质量问题的占 １３. ９％ ~
２８.６％[２] ꎮ 影响大学生睡眠的因素很多研究集中在心

理、饮食、环境、手机使用等方面[３－１１]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对山西省大学生进行调查ꎬ以性别、年龄、入
睡时间点、体质量指数(ＢＭＩ)、身体活动量为主要切入

点ꎬ探究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ꎬ为促进

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ꎬ以年级为单位选

取山西省某高校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各

５００ 名ꎬ共以 ２ ０００ 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剔除符合排

除标准者 ２ 名[排除标准:(１)未满 １８ 岁ꎻ(２)身体残

疾不便运动ꎻ(３)有心理或精神疾病ꎻ(４)未签署知情

同意书]和问卷变量缺失 １４ 名ꎬ最终共纳入 １ ９８４ 名

(男生 １ ００７ 名、女生 ９７７ 名)ꎮ 在调查前获得吕梁学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２０１８ － ００１) 和被试的知情

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与评价　 (１)睡眠质量测评ꎮ 采用刘

贤臣等[１２]译制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ＰＳＱＩ)评

估大学生睡眠质量ꎬ量表中 １８ 个计分条目可划分为主

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

碍、催眠药物应用和日间功能障碍 ７ 个因子ꎬ每个因子

按 ０ ~ ３ 分计分ꎬ总分为 ０ ~ ２１ 分ꎮ 总分越高ꎬ表明睡眠

质量越差ꎬＰＳＱＩ 总分大于 ７ 分属于睡眠障碍ꎮ 本研究

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２)身体活动

量测评ꎮ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１９９７ 年制定的国际身体

活动量表(ＩＰＡＱ)的自填短版[１３] ꎬ共有 ７ 题ꎬ内容包含

最近 ７ ｄ 中花在强有力活动、适度活动、走路和静坐的

时间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ꎮ
身体活动量的计算和划分依据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ＣＤＣ) 和美国运动医学会(ＡＣＳＭ)制定的«身体

活动水平等级划分标准» [１４] ꎮ
１.２.２　 身体形态的测量与评价 　 采用统一的方法和

仪器测量受试者身高、体重ꎬ身高使用立柱式身高计

测定ꎬ精确度为 ０.１ ｃｍꎻ体重使用双标尺杠杆体重秤测

定ꎬ精确度为 ０.１ ｋｇꎬ测试时被测者均脱鞋、穿薄衣ꎮ
根据 ２００１ 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推荐的中国成年人

超重肥胖体质量指数诊断标准ꎬ将 ＢＭＩ[体重(ｋｇ) / 身
高２(ｍ) ２]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定义为偏瘦ꎬ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ＢＭＩ
<２４ ｋｇ / ｍ２ 为正常ꎬＢＭＩ≥２４ ｋｇ / ｍ２ 为超重[１５]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分析ꎬ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描述ꎬ计量资料采用 ｘ
±ｓ 描述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别间 ＰＳＱＩ
总分差异ꎻ以 ＢＭＩ 正常组、身体活动量充足组等为基

准ꎬ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计算其他各组发生睡眠

障碍的优势比ꎻ以睡眠障碍为因变量ꎬ性别、年龄、入
睡时间点、ＢＭＩ、身体活动量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ꎬ选择“向后筛选” 方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ꎬ以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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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睡眠质量现状及不同组别间比较　 如表

１ 所示ꎬ大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为(４.４０±０.７２)分ꎬ睡眠障碍

检出率为 ８.１％ꎮ 男大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及睡眠障碍率均

低于女大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ꎻ各年龄组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ꎻ１ ８０９ 名大学生属于晚睡组ꎬ占受

试群体的 ９１.２％ꎬ晚睡组 ＰＳＱＩ 总分及睡眠障碍率均高

于正常入睡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偏瘦组和超重组

的 ＰＳＱＩ 总分及睡眠障碍率均高于 ＢＭＩ 正常组ꎻ活动

不足组和活动中等组的 ＰＳＱＩ 总分及睡眠障碍率均高

于活动充足组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偏瘦活动不足

与睡眠障碍的风险均呈正性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８３ꎬ
１.７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ＰＳＱＩ 总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０７ ４.２７±０.６９ ０.８３ ０.０５

女 ９７７ ４.７５±０.９２
年龄 / 岁 １８ １０９ ４.６５±１.１２ ０.６３ ０.６４

１９ ３６３ ３.９２±１.０４
２０ ４４２ ４.２４±０.８７
２１ ４５７ ４.５６±０.６９
２２ ４１２ ４.６２±０.７５
２３ ２０１ ４.２５±１.０２

入睡时间点 正常入睡 １７５ ３.５８±０.７８ ２.２８ ０.０３
晚睡 １ ８０９ ４.７４±０.９２

ＢＭＩ 偏瘦 ２９２ ５.１０±０.６８ ４.９５ ０.０１
正常 １ ４８８ ４.０８±０.８４
超重 ２０４ ５.３６±１.２１

身体活动量 不足 ２００ ５.０２±１.０１ ３.６９ ０.０５
中等 ８０８ ４.７３±１.０５
充足 ９７６ ４.１０±０.７３

　 注:入睡时间点早于 ２３:００ 为正常入睡ꎬ２３:００ 及以后为晚睡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睡眠障碍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睡眠障碍

报告率 / ％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１ ００７ ４.９ ０.０３ １.００
女 ９７７ １１.４ ２.７８(１.０８~ １０.９２)

年龄 / 岁 １８ １０９ １０.４ ０.８６ １.３１(０.５５~ ９.８７)
１９ ３６３ ８.３ １.４２(０.６３~ １３.０９)
２０ ４４２ ６.５ １.００
２１ ４５７ ７.７ １.１１(０.７６~ １０.３３)
２２ ４１２ ７.２ １.０５(０.３８~ ８.９４)
２３ ２０１ １３.１ ２.１７(０.６９~ １２.０２)

入睡时间点 正常入睡 １７５ ２.１ ０.０２ １.００
晚睡 １ ８０９ ８.７ ３.８１(１.６６~ ８.４１)

ＢＭＩ 偏瘦 ２９２ １５.０ ０.０４ ２.８３(１.０４~ ９.３５)
正常 １ ４８８ ５.９ １.００
超重 ２０４ １４.３ ２.６７(０.４８~ １４.７３)

身体活动量 不足 ２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５ １.７１(１.５９~ １１.６５)
中等 ８０８ ９.９ １.６４(０.８３~ ６.３８)
充足 ９７６ ６.２ １.００

　 注:入睡时间点早于 ２３:００ 为正常入睡ꎬ２３:００ 及以后为晚睡ꎮ

２.２　 大学生睡眠障碍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采用向后筛选策略ꎬ模型 １ ~ ２ 中均存在回归

系数无统计学意义的解释变量ꎬ因此不可用ꎮ 模型 ３
的回归系数 Ｐ<０.０５ꎬ说明模型 ３ 中的性别、入睡时间

点、ＢＭＩ 与睡眠障碍间的线性关系有统计学意义ꎬ最终

回归方程为:
　 　 睡眠障碍＝ －０.２７＋ ０.１１×性别＋ ０.２１×入睡时间点＋ ０.１６×
ＢＭＩ
　 　 即随着 ＢＭＩ 水平的增加ꎬ睡眠障碍发生风险增

加ꎻ女生和晚睡者睡眠障碍的发生风险也会增加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睡眠障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１ ９８４)

模型 常量与自变量 偏相关系数 Ｐ 值
１ 常量 －０.１７ ０.７２

年龄 －０.０１ ０.８６
性别 ０.１１ ０.０３
入睡时间点 ０.２１ ０.０４
ＢＭＩ ０.１５ ０.０４
身体活动量 －０.０５ ０.２９

２ 常量 －０.２５ ０.１８
性别 ０.１１ ０.０３
入睡时间点 ０.２１ ０.０４
ＢＭＩ ０.１５ ０.０４
身体活动量 －０.０５ ０.３０

３ 常量 －０.２７ ０.１４
性别 ０.１１ ０.０３
入睡时间点 ０.２１ ０.０３
ＢＭＩ ０.１６ ０.０４

３　 讨论

关于性别对睡眠质量影响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

结论ꎬ如潘敬菊等[１６] 认为ꎬ睡眠质量的性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ꎻ王生平[１７]则认为ꎬ女性睡眠质量好于男性ꎻ
而龚清海等[１８－１９]国内外学者都曾报道ꎬ女性睡眠质量

差于男性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女性睡眠障碍是社会

上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ꎬ情绪敏感性会增加女性睡眠

障碍风险ꎬ且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２０] ꎮ 此

外ꎬ女性的中枢体温受生理周期影响ꎬ夜间睡眠常有

不安稳现象ꎬ且女性的生理节律短于男性ꎬ导致女性

更容易失眠[２１] ꎮ
晚睡现象、作息不规律普遍存在于当前青年人

中ꎬ已成为影响睡眠质量的不利因素ꎮ 有研究表明ꎬ
晚睡会引发各种睡眠问题ꎬ如入睡困难、早上易怒

等[２２] ꎬ亦会增加抑郁和外化问题的发生风险[２３] ꎮ 本

研究认为ꎬ晚睡是导致睡眠障碍的因素ꎮ 不规律的作

息时间可通过生物节律调整消弱稳定的睡眠波[２４] ꎮ
国内外研究表明ꎬ肥胖是导致睡眠障碍的众多危

险因素之一[１８ꎬ２５]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偏瘦或肥胖均会

增加 ＰＳＱＩ 分值、降低睡眠质量ꎻ在睡眠障碍发生率方

面ꎬ偏瘦组相比正常组的发生风险更高ꎬ而肥胖组相

比正常组的发生风险无统计学意义ꎮ
临床研究表明ꎬ身体活动可提高睡眠质量的主客

观等级ꎬ提升睡眠效果[２６－２７] ꎬ减少夜间觉醒次数[２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活动不足组的 ＰＳＱＩ 总分和睡眠障

碍发生风险最高ꎬ与 Ｈｕｒｄｉｅｌ 等[２９] 、Ｃｈａｎｇ 等[３０]的报道

结果一致ꎮ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栋梁ꎬ肩负国家进步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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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之使命ꎬ应摈弃晚睡的作息习惯ꎬ积极参与体

育活动ꎬ维持正常体重ꎬ关爱自身睡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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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学术大会和学校卫生业务知识培训班
暨«中国学校卫生»创刊 ４０ 周年纪念活动通知

　 　 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有关精神ꎬ针对国家关于加强学生身心健康工作的要求ꎬ采取有效措施ꎬ深入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ꎬ培养学生健康观念和健康生活方式ꎬ促进我国中小学生健康成长ꎬ«中国学校卫生»编委会决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７—３１ 日在安徽省蚌埠市举办«中国学校卫生»创刊 ４０ 周年纪念活动ꎬ同时召开 ２０１９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

学术大会和全国学校卫生工作业务知识培训班ꎮ 本次会议邀请儿少卫生学界及跨学科的专家和各地有实际经验的专业人

员授课ꎬ并开设“近视防控”和“青年科研能力提升学术沙龙”分会场ꎬ以提升培训效果ꎬ同时将对为«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做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表彰ꎮ 本次培训后为参加培训的代表提供中华预防医学会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ꎮ 联系人:许
静、汤建军ꎻＥ￣ｍａｉｌ:ｘｊ＠ 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ꎻ电话:０５５２－２０５４２７６ꎬ２０７４７７９ꎮ 查看会议内容及报名信息可登录本刊网站( ｗｗｗ.ｃｊｓｈ.ｏｒｇ.
ｃｎ)或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微信号:ｚｇｘｘｗｓ)直接报名ꎮ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

３２９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