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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职业学院学生睡眠质量水平及影响因素ꎬ为改善学生睡眠质量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 ５ 座城市的 ５ 所职业学院 １０ １５８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ꎬ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情况、吸烟、饮酒、网络欺凌、睡眠质量等ꎮ 结果　 学生存在睡眠障碍的有 １ ４１７ 名(１３.９％)ꎬ男生和女生网络欺凌者睡眠障

碍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４.４％ꎬ３２.７％ꎬ均高于无网络欺凌者中睡眠障碍的发生率(１２.１％ꎬ１４.６％) (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２.５１６ꎬ４１.３９０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学习成绩好、父母管教一般是睡眠障碍的保护因素ꎬ
性别为女性、饮酒、网络欺凌、学习成绩差、隔代家庭结构是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安徽省职业学院

学生中存在睡眠障碍的现象ꎬ有网络欺凌、饮酒、学习成绩差和隔代家庭结构的学生应作为睡眠障碍干预的重点人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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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ꎬ 人的一生有 １ / ３ 的时间在睡眠中度

过[１] ꎬ良好的睡眠质量是健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ꎬ
可以为身体正常工作提供基本保证ꎮ 然而目前研究

表明ꎬ中国有近 ４７％的人具有睡眠障碍问题ꎬ在校学

生中有 ５０％存在睡眠不足ꎬ睡眠障碍已成为影响公众

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２] ꎮ 互联网的使用为生活带来

了很多便利[３－４] ꎬ特别对青少年来说已经成为他们学

习、交流、娱乐的重要工具[５] ꎮ 然而ꎬ网络的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地使青少年出现生活[６] 、学校表现和心理状

态[７]等方面的问题ꎮ 此外ꎬ使用互联网导致青少年发

生网络欺凌的概率也在增加ꎬ导致出现睡眠障碍和一

系列精神健康问题[８] ꎬ包括焦虑、抑郁症[９－１０] 、较低的

自尊[１１] 、较差的家庭关系[１２－１３] 、一般健康问题和生活

满意度的下降[１４] ꎬ甚至是非自然死亡[１５] 等ꎮ 本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 １０ １５８ 名职业学院学生进行调查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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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与睡眠障碍的关系以及睡眠障碍的相关影

响因素ꎬ为改善学生睡眠质量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

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择安徽省 ５ 所

城市(安庆、巢湖、阜阳、滁州和铜陵)的职业学院作为

研究现场ꎬ以在籍 １０ ５７４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进行问卷调查ꎬ共获取有效问卷

１０ １５８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６. ０７％ꎮ 其中男生 ４ ７１６ 名

(４６ ４％)ꎬ女生 ５ ４４２ 名(５３ ６％)ꎻ独生子女 ２ ４８７ 名

(２４ ５％)ꎬ非独生子女 ７ ６７１ 名(７５ ５％)ꎻ农村地区生

源学生 ６ ２８４ 名(６１ ９％)ꎬ乡镇县市生源学生 ３ ８７４ 名

(３８ １％)ꎮ 年龄 １４ ~ ２４ 岁ꎬ平均年龄(１８ ５±１ ４)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网络欺凌调查　 以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

问卷” [１６] ２００９ 年中针对网络欺凌的条目进行中文改

编ꎬ以“最近 １２ 个月里是否有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
论坛、群、网络聊天工具、微博微信等方式戏弄、恐吓

散播关于你的谣言并造成伤害的经历”定义为是否有

网络欺凌ꎮ 研究显示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１７] ꎮ
１.２.２　 睡眠障碍评估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Ｐｉｔｔｓ￣
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量表由美国匹兹堡大

学精神科医生 Ｂｕｙｓｓｅ 博士等于 １９８９ 年编制ꎬ该量表

适用于职业学院学生最近 １ 个月的睡眠质量评估ꎮ 量

表由 １８ 个条目组成 ７ 个成分ꎬ每个成分按 ０ ~ ３ 等级

计分ꎬ各成分得分之和为 ＰＳＱＩ 总分ꎬ总分范围为 ０ ~
２１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睡眠质量越差ꎮ 一般以 ＰＳＱＩ≥
８ 分定义为睡眠障碍ꎬ<８ 分定义为睡眠质量良好[１８] ꎮ
有研究显示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２ꎬ分半

信度系数为 ０.８６６[１７] ꎮ
１.２.３　 一般情况调查 　 采用自编问卷ꎮ 该问卷内容

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是否是独生子女、与父

母的关系、父母管教、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周围人相比

家里经济条件、学习成绩、吸烟、饮酒等ꎮ 以美国“青

少年危险行为监测问卷 ２００９ 年版” [１６]为依据ꎬ根据中

国实际情况选取条目ꎬ在过去的 ３０ ｄ 里ꎬ在吸烟的那

些天里平均每天吸烟超过 １ 支定义为吸烟ꎻ在过去的

３０ ｄ 里有 ２ ｄ 及以上喝过酒定义为饮酒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由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

业的研究生组成ꎬ调查前经过统一培训ꎮ 采用自我管

理式调查方式ꎬ现场发放问卷并明确填表要求ꎮ 问卷

完成后现场检查有无遗漏和明显错误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进行数

据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ꎮ 对研

究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网络欺凌、睡眠质量

和吸烟饮酒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ꎮ 对不同人口

统计学特征计数资料的统计推断采用 χ２ 检验ꎬ睡眠障

碍和网络欺凌的关联分析及睡眠障碍相关影响因素

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相关变量赋值 ３ 个及以

上等级者采用哑变量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职业学院学生睡眠障碍和网络欺凌检出率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职业学院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睡眠障碍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 ７１６ ５９０(１２.５) １５.１８５ <０.０５
　 女 ５ ４４２ ８２７(１５.２)
年龄 / 岁
　 ≤１８ ４ ３８３ ６１２(１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７３
　 >１８ ５ ７７５ ８０５(１３.９)
居住地
　 农村 ６ ２８４ ８６８(１３.８) １.２３６ ０.７４４
　 乡镇 / 集镇 １ ４４５ ２１５(１４.９)
　 县城区域 １ ２８６ １７８(１３.８)
　 城市市区 １ １４３ １５６(１３.６)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８ ３３２ １ １１８(１３.４) １２.８１８ ０.０１２
　 重组家庭 ２５７ ４４(１７.１)
　 单亲家庭 ８８７ １３６(１５.３)
　 隔代家庭 ４８５ ８７(１７.９)
　 其他 １９７ ３２(１６.２)
独生子女
　 是 ２ ４８７ ３２２(１２.９) ２.７５６ ０.０９７
　 否 ７ ６７１ １ ０９５(１４.３)
母亲文化程度
　 大专以下 ８ ９８６ １ ２６４(１４.１) ０.８８４ ０.３４７
　 大专及以上 １ １７２ １５３(１３.１)
父亲文化程度
　 大专以下 ７ ７７７ １ ０９８(１４.１) ０.７８９ ０.３７４
　 大专及以上 ２ ３８１ ３１９(１３.４)
父母管教
　 较少 ８３５ １４４(１７.２) １３.５５２ <０.０５
　 一般 ５ １７３ ６６８(１２.９)
　 很多 ４ １５０ ６０５(１４.６)
家庭人均年收入 / 万元
　 <１ １ ６１４ ２１８(１３.５) １３.０３４ <０.０５
　 １ ~ <２ １ ６９３ ２３１(１３.６)
　 ２ ~ ３ ３ １７４ ３９８(１２.５)
　 >３ ３ ６７７ ５７０(１５.５)
学习成绩
　 很差 ３１２ ８８(２８.２) ９３.８６４ <０.０５
　 中等偏下 １ ５８７ ２９３(１８.５)
　 中等 ６ ８７６ ８７１(１２.７)
　 中等以上 １ ３８３ １６５(１１.９)
父母期望
　 较少 ６ ５３８ ８８０(１３.５) １１.８１８ <０.０５
　 一般 ３ ５２３ ５１３(１４.６)
　 很多 ９７ ２４(２４.７)
吸烟
　 否 ９ ３２７ １ ２８３(１３.８) ３.５６９ ０.０５９
　 是 ８３１ １３４(１６.１)
饮酒
　 否 ９ １７６ １ ２３７(１３.５) １７.３７７ <０.０５
　 是 ９８２ １８０(１８.３)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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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１５８ 名职业学院学生中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１３ ９％ꎬ其中女生为 １５ ２％ꎬ男生为 １２ ５％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有饮酒经历的学生睡眠障碍检

出率(１８ ３％)高于没有饮酒经历的学生(１３ ５％)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不同家庭结构的学生睡

眠障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睡眠障

碍的检出率与父母管束水平、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校

学习成绩、父母期望情况存在关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２.２　 职业学院学生网络欺凌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联

１０ １５８ 名职业学院学生中ꎬ３３６ 名有网络欺凌的经历ꎬ
占总调查人数的 ３.３％ꎬ其中男生和女生有网络欺凌经

历的均为 １６８ 名ꎮ 通过性别分层ꎬ对网络欺凌经历和

睡眠障碍之间进行列联表分析ꎬ结果显示ꎬ男生和女

生中网络欺凌者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４.４％(４１ /
１６８)ꎬ３２.７％(５５ / １６８)ꎬ无网络欺凌者睡眠障碍的发生

率分别为 １２.１％(５４９ / ４ ５４８)ꎬ１４.６％(７７２ / ５ ２７４)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２.５１６ꎬ４１.３９０ꎬＯＲ 值

分别为 ２.３５２ꎬ２.８３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职业学院学生睡眠障碍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以睡眠障碍是否发生(睡眠良好 ＝ １ꎬ睡眠障碍

＝ ２)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年龄、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
父母文化程度、父母管教、父母期望、家庭人均年收

入、学习成绩、吸烟、饮酒、网络欺凌和家庭结构为自

变量ꎬ在进入和剔除分别为 ０.０５ 和 ０.１ 的标准上ꎬ进
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在校正其他因素

影响的情况下ꎬ网络欺凌是睡眠障碍的重要危险因

素ꎬ性别为女生、隔代家庭结构、学习成绩差、饮酒均

是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ꎬ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学习

成绩好、 父母管教一般是睡眠障碍的保护因素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职业学院学生睡眠障碍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０ １５８)

自变量与常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性别 女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０ ２５.８４２ １.３５７(１.２０６~ １.５２７) <０.０５
父母管束 一般 －０.２４８ ０.１０３ ５.７８２ ０.７８１(０.６３８~ ０.９５５) <０.０５

很多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５ １.１３７ ０.８９４(０.７２９~ １.０９８) ０.２８６
家庭人均年收入 / 万元 １ ~ <２ －０.２４６ ０.０７１ １１.８７８ ０.７８２(０.６８０~ ０.８９９) <０.０５

２ ~ 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６ １.９９８ ０.８８６(０.７４９~ １.０４８) ０.１５８
>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７ ３.１０５ ０.８５７(０.７２２~ １.０１７) ０.０７８

学习成绩 中等偏下 －０.４６７ ０.１４４ １０.４７９ ０.６２７(０.４７２~ ０.８３２) <０.０５
中等 －０.８９８ ０.１３４ ４４.８６４ ０.４０７(０.３１３~ ０.５３２) <０.０５
中等以上 －０.９７８ ０.１５３ ４０.７０９ ０.３７６(０.２７８~ ０.５０８) <０.０５

家庭结构 重组家庭 ０.２７７ ０.１７１ ２.６３８ １.３１９(０.９４４~ １.８４３) ０.１０４
单亲家庭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０ １.６１７ １.１３６(０.９３３~ １.３８２) ０.２０４
隔代家庭 ０.３１８ ０.１２５ ６.４１１ １.３７４(１.０７４~ １.７５７) <０.０５
其他 ０.１８０ ０.１９９ ０.８１７ １.１９７(０.８１０~ １.７６９) ０.３６６

饮酒 是 ０.３６８ ０.０９２ １６.０２８ １.４４５(１.２０７~ １.７３０) <０.０５
网络欺凌 是 ０.８５８ ０.１２７ ４５.６７７ ２.３５８(１.８３８~ ３.０２３) <０.０５
常量 －２.５５６ ０.２５６ １０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５

　 注:变量赋值为性别(男＝ １ꎬ女＝ ２)ꎬ父母管教(一般＝ １ꎬ较少＝ ２ꎬ很多＝ ３ )ꎬ家庭人均年收入( <１ 万元＝ １ꎬ１ ~ <２ 万元＝ ２ꎬ２~ ３ 万元 ＝ ３ꎬ>３ 万元 ＝

４)ꎬ学习成绩( 很差＝ １ꎬ中等偏下＝ ２ꎬ中等＝ ３ꎬ中等以上＝ ４)ꎬ饮酒( 否＝ １ꎬ是＝ ２)ꎬ网络欺凌(否＝ １ 是＝ ２)ꎬ家庭结构(核心家庭 ＝ １ꎬ重组家庭 ＝ ２ꎬ

单亲家庭＝ ３ꎬ隔代家庭＝ ４ꎬ其他＝ 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安徽省职业学院学生睡眠障碍检出

率较高ꎬ且最近 １ 个月女生的睡眠障碍检出率高于男

生ꎬ与 Ｊｉｎ 等[１９] 、耿立国等[２０] 研究结果一致ꎬ与易洁

美[２１]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在校学习成绩和睡眠障碍相

关ꎬ学生成绩越好ꎬ睡眠障碍的检出率越低ꎬ学习成绩

差的学生可能承受着更大的学习压力ꎬ进而影响学生

的睡眠质量[２２] ꎮ 父母管教一般的学生发生睡眠障碍

的概率较小ꎬ父母管教过大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自

我个性发展ꎬ管教过小也会使学生失于管教ꎬ无法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ꎬ从而引发睡眠障碍ꎮ 研究发现ꎬ隔
代家庭结构的学生睡眠障碍的检出率高于其他家庭

结构类型的学生ꎬ当前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较

多的留守儿童和学生ꎬ这些学生多为隔代抚养教育ꎬ
鉴于老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存在对孙辈过度溺

爱以致失于管教问题ꎬ进而可能会对学生的睡眠质量

产生影响ꎮ 此外ꎬ家庭收入和饮酒也与睡眠障碍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职业学院学生中存在网络欺凌

的现象ꎬ有网络欺凌经历的学生有 ３３６ 名ꎬ占调查总人

数的 ３.３％ꎮ 网络欺凌现象的出现是网络时代发展的

产物ꎬ本研究中男生和女生网络欺凌的检出率相近ꎬ
提示性别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不大ꎬ和 Ｓｌｏｎｊｅ 等[２３] 研究

结果一致ꎬ与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２４]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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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正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ꎬ网络欺凌是睡眠

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ꎮ 分析原因ꎬ可能是职业学院学

生多处在 １７ ~ ２０ 岁ꎬ该年龄段依然是青春期发育阶

段ꎬ同时也是学生面临工作、学习、感情等问题ꎬ情绪

波动较大[２５] ꎬ外界和自身心理压力较大的阶段ꎬ有更

多寻求网络帮助和发泄的倾向ꎬ而频繁的实施和遭受

网络欺凌会占据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ꎬ同时也会影响

学生的情绪ꎬ产生心理健康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安徽省职业学院学生中睡眠障碍检出

率较高ꎬ存在网络欺凌和吸烟、饮酒等不良健康行为ꎬ
应采取措施改善学生睡眠质量ꎬ促进学生正确使用网

络ꎬ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方式ꎬ提高职业学院学生的

生命质量ꎮ 虽然本研究采用大样本的人群分析ꎬ但研

究结果是基于横断面的调查所得ꎬ因此不能确定睡眠

障碍与网络欺凌和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未来应着重于开展队列研究和实验研究来进一步探

讨睡眠障碍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及睡眠障碍的相

关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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