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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生活方式对痛经的影响及其疼痛程度、持续时间等与生活方式的关系ꎬ为开展大学生相

关健康保健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样本ꎬ以面对面方式调查长春市 １４ 所高校 １７ ~ ２５ 岁在校女大学生 １ ０７１ 名ꎻ
采用 χ２ 检验和秩和检验分析生活方式与痛经的关系ꎮ 结果　 １ ０７１ 名研究对象年龄平均为(２１.２１±１.８３)岁ꎬ痛经自报患

病率为 ８６.５５％(９２７ 名)ꎬ其中 ６２.５６％轻度疼痛(５８０ 名)ꎬ３３.０１％中度疼痛(３０６ 名)ꎬ４.４３％重度疼痛(４１ 名)ꎮ ８０.７６％研

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和经期中具有保暖意识ꎮ 痛经组和非痛经组间在入睡时间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６５ꎬＰ ＝
０.０２)ꎮ增强体育锻炼(Ｈ＝ ７.４８)、延长睡眠时间(Ｈ＝ １２.０５)、良好的早餐食用习惯(Ｈ＝ ６.３４)、规律饮食(Ｈ ＝ ７.８６)以及少食

辛辣或生冷食物(Ｈ＝ １１.８５)能够缓解痛经疼痛程度(Ｐ 值均<０.０５)ꎻ良好的早餐食用习惯( χ２ ＝ ７.７８)、规律饮食( χ２ ＝ ５.３７)
能减少痛经疼痛持续时间ꎻ通过增强体育锻炼可降低疼痛频率(χ２ ＝ ７.７６ꎬＰ＝ ０.０２０)ꎮ 结论　 女大学生痛经患病率较高ꎬ积
极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减轻痛经症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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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经是青春期常见疾病之一ꎬ是指月经期或月经

期前后ꎬ周期性出现小腹痉挛性疼痛、坠痛ꎬ引起腰骶

或其他不适ꎬ严重者伴有恶心、呕吐、肢冷等症状ꎬ甚
至剧痛晕厥[１] ꎮ 痛经女大学生经期生活质量较差ꎬ对
患者的工作、学习、生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２] ꎮ 近年

来ꎬ国内外有研究表明睡眠、饮食运动习惯等生活方

式均可影响痛经的发生[３－１０] ꎮ 本研究拟以长春市 １７
~ ２５ 岁在校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旨在了解大学生生

活方式对痛经的影响ꎬ探讨痛经的疼痛程度、持续时

间等与生活方式的关系ꎬ为开展大学生相关健康保健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吉林省长春市 １４ 所高

校进行调查ꎬ排除配合度欠佳、不能正常交流、具有较

严重疾患者ꎮ 共发放 １ １８０ 份问卷ꎬ回收问卷１ １３３

３１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１ ０７１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０. ７６％ꎮ
其中 文 科 生 ３３６ 名 ( ３１. ３７％)ꎬ 理 科 生 ２０４ 名

(１９.０５％)ꎬ工科生 ２２０ 名( ２０. ５４％)ꎬ医学生 ３１１ 名

(２９.０４％)ꎻ大一学生 ２６７ 名(２４.９３％)ꎬ大二学生 ２７０
名(２５.２１％)ꎬ大三学生 ２６２ 名(２４.４６％)ꎬ大四或大五

学生 ２７２ 名(２５.４０％)ꎮ 年龄为 １７ ~ ２５ 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在知情、自愿、同意

基础上ꎬ以面对面方式ꎬ运用自制调查问卷收集调查

对象相关信息ꎮ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

(学校、年级、年龄等)、月经史(初潮年龄、月经周期及

月经持续时间等)、痛经相关情况(疼痛频率、疼痛类

型)、痛经后处理方式以及饮食是否规律、喜好辛辣或

生冷食物、体育锻炼情况、入睡时间、保暖等生活方式

因素ꎮ
痛经诊断标准:月经期下腹坠痛ꎬ妇科检查无阳

性体征[１１] ꎮ 本研究将痛经疼痛程度分为轻度、中度、
重度 ３ 类ꎮ 轻度即可以忍受ꎬ对学习生活影响不大ꎻ中
度即对学习生活有一定干扰ꎬ服药可以缓解ꎻ重度为

影响学习和生活ꎬ服药也无法忍受[１２] ꎮ 痛经疼痛频率

分为经常、偶尔、从无 ３ 类ꎬ经常指 １ 年内痛经发生次

数为 ６ 次及以上ꎬ偶尔指 ５ 次及以下ꎮ 体育锻炼是指

以各种运动为基本手段ꎬ每次时间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ꎬ以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过程[１３] ꎮ 本研究将体育锻炼频

率分为从不、偶尔、经常、每天 ４ 类ꎬ偶尔指每周锻炼次

数为 １ ~ ３ 次ꎬ经常指每周锻炼次数为 ４ ~ ６ 次[１４]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ꎮ 采用均数±标准差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ꎮ 对于

分类变量采用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ꎻ采用秩和检验进

行不同生活方式对痛经疼痛程度影响的分析ꎻ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不同生活方式对痛经频率和痛经持续时间

影响的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痛经情况 　 １ ０７１ 名调查对象中ꎬ９２７ 名自报患

有痛经(８６. ５５％)ꎬ其中 ６２. ５６％轻度疼痛( ５８０ 名)ꎬ
３３.０１％中度疼痛(３０６ 名)ꎬ重度疼痛 ４.４３％(４１ 名)ꎮ
痛经者疼痛持续时间以 １ ｄ 为主ꎬ占 ６５. ５９％ ( ６０８ /

９２７)ꎮ 疼痛类型以下腹隐痛(３７.４３％ꎬ３４７ / ９２７)和腰

酸背痛(３６.３５％ꎬ３３７ / ９２７)为主ꎬ可多种疼痛类型同时

存在ꎮ
２.２　 痛经应对方式　 大学生普遍具有保暖意识ꎬ其中

８０.７６％(８６５ / １ ０７１)在日常生活中和经期中会注意保

暖ꎮ 痛 经 者 中ꎬ ７４８ 名 会 注 意 保 暖ꎬ 其 中 ６６５ 名

(８８.９０％)自觉保暖能够缓解疼痛ꎬ６１７ 名(６６.５６％)选

择热饮或食用调理药物ꎮ
２.３　 生活方式与痛经的关系　 对大学生入睡时间、早
餐食用情况、体育锻炼、规律饮食、注意保暖等 ７ 个相

关生活方式因素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ꎬ痛经组和非痛

经组间在入睡时间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２)ꎮ
增强体育锻炼、延长睡眠时间、良好的早餐食用习惯、
规律饮食以及少食辛辣或生冷食物能够缓解痛经疼

痛程度ꎻ良好的早餐食用习惯、规律饮食能减少痛经

疼痛持续时间ꎻ通过增强体育锻炼可降低疼痛频率(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不同生活方式构成痛经组与非痛经组间比较

生活方式
痛经组

(ｎ ＝ ９２７)
非痛经组

(ｎ ＝ １４４)
χ２ 值 Ｐ 值

入睡时间
　 ２３:００ 之前 ２５２(２７.１８) ５５(３８.１９) ７.６５ ０.０２
　 ２３:００—２４:００ ５３７(５７.９３) ７３(５０.６９)
　 ２４:００ 之后 １３８(１４.８９) １６(１１.１２)
早餐食用情况
　 每天 ４４７(４８.２２) ６７(４６.５３) ０.９２ ０.６３
　 经常 ２８７(３０.９６) ４２(２９.１６)
　 偶尔或从不 １９３(２０.８２) ３５(２４.３１)
体育锻炼
　 从不 １２４(１３.３８) １３(９.０３) ５.１９ ０.０８
　 偶尔 ６２５(６７.４２) ９３(６４.５８)
　 经常或每天 １７８(１９.２０) ３８(２６.３９)
每天睡眠时间 / ｈ
　 <６ １１５(１２.４１) ２２(１５.２８) １.０５ ０.５９
　 ６~ ７ ４４０(４７.４６) ６４(４４.４４)
　 >７ ３７２(４０.１３) ５８(４０.２８)
注意保暖
　 是 ７４８(８０.６９) １１７(８１.２５) ０.０３ ０.８７
　 否 １７９(１９.３１) ２７(１８.７５)
规律饮食
　 是 ６８５(７３.８９) １０４(７２.２２) ０.１８ ０.６７
　 否 ２４２(２６.１１) ４０(２７.７８)
喜辛辣或生冷食物
　 是 ５００(５３.９４) ７７(５３.４７) ０.０１ ０.９２
　 否 ４２７(４６.０６) ６７(４６.５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痛经女大学生生活方式与痛经特征关系分析(ｎ ＝ ９２７)

生活方式
疼痛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χ２ 值 Ｐ 值

疼痛持续时间

１ ｄ ２ ｄ χ２ 值 Ｐ 值

疼痛频率

经常 偶尔 χ２ 值 Ｐ 值
入睡时间 ２３:００ 之前 １６４(６５.０８) ７６(３０.１６) １２(４.７６) １.０９ ０.５８ １６３(６４.６８) ８９(３５.３２) １.１３ ０.５７ ９２(３６.５１) １６０(６３.４９) ０.９６ ０.６２

２３:００—２４:００ ３３３(６２.０１) １８３(３４.０８) ２１(３.９１) ３５９(６６.８５) １７８(３３.１５) １８２(３３.８９) ３５５(６６.１１)
２４:００ 之后 ８３(６０.１４) ４７(３４.０６) ８(５.８０) ８６(６２.３２) ５２(３７.６８) ５２(３７.６８) ８６(６２.３２)

早餐食用情况 每天 ２９１(６５.１０) １４１(３１.５４) １５(３.３６) ６.３７ ０.０４ ３１３(７０.０２) １３４(２９.９８) ７.７８ ０.０２ １４７(３２.８９) ３００(６７.１１) ２.１３ ０.３５
经常 １８２(６３.４１) ９３(３２.４０) １２(４.１８) １７９(６２.３７) １０８(３７.６３) １０５(３６.５９) １８２(６３.４１)
偶尔或从不 １０７(５５.４４) ７２(３７.３１) １４(７.２５) １１６(６０.１０) ７７(３９.９０) ７４(３８.３４) １１９(６１.６６)

体育锻炼 从不 ７５(６０.４８) ３６(２９.０３) １３(１０.４８) ７.４８ ０.０２ ７６(６１.２９) ４８(３８.７１) ２.３５ ０.３１ ５６(４５.１６) ６８(５４.８４) ７.７６ ０.０２
偶尔 ３８３(６１.２８) ２２０(３５.２０) ２２(３.５２) ４０８(６５.２８) ２１７(３４.７２) ２１７(３４.７２) ４０８(６５.２８)
经常或每天 １２２(６８.５４) ５０(２８.０９) ６(３.３７) １２４(６９.６６) ５４(３.３４) ５３(２９.７８) １２５(７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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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疼痛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χ２ 值 Ｐ 值

疼痛持续时间

１ ｄ ２ ｄ χ２ 值 Ｐ 值

疼痛频率

经常 偶尔 χ２ 值 Ｐ 值
每天睡眠时间 <６ ７３(６３.４８) ３２(２７.８３) １０(８.７０) １２.０５ ０.００ ７１(６１.７４) ４４(３８.２６) １.０６ ０.５９ ３８(３３.０４) ７７(６６.９６) ３.９７ ０.１４
　 / ｈ ６~ ７ ２９２(６６.３６) １２９(２９.３２) １９(４.３２) ２９４(６６.８２) １４６(３３.１８) １４３(３２.５０) ２９７(６７.５０)

>７ ２１５(５７.８０) １４５(３８.９８) １２(３.２３) ２４３(６５.３２) １２９(３４.６８) １４５(３８.９８) ２２７(６１.０２)
注意保暖 是 ４６３(６１.９０) ２５４(３３.９６) ３１(４.１４) ２.０１ ０.３７ ４９３(６５.６１) ２５５(２４.０９) ０.１８ ０.６７ ２６８(３５.８３) ４８０(６４.１７) ０.７４ ０.３９

否 １１７(６５.３６) ５２(２９.０５) １０(５.５９) １１５(６４.２５) ６４(３５.７５) ５８(３２.４０) １２１(６７.６０)
规律饮食 是 ４３９(６３.９４) ２２３(３４.４１) ２３(３.５５) ７.８６ ０.０２ ４６４(６７.７４) ２２１(３２.２６) ５.３７ ０.０２ ２３６(３４.４５) ４４９(６５.５５) ０.５９ ０.４４

否 １４１(５８.２６) ８３(３４.３０) １８(７.４４) １４４(５９.５０) ９８(４０.５０) ９０(３７.１９) １５２(６２.８１)
喜辛辣或生冷 是 ２８８(４８.００) ２８５(４７.５０) ２７(４.５０) １１.８５ ０.００ ３１４(６２.８０) １８６(３７.２０) ３.７４ ０.０５ １８８(３７.６０) ３１２(６２.４０) ２.８２ ０.０９
　 食物 否 ２９２(８９.３０) ２１(６.４２) １４(４.２８) ２９４(６８.８５) １３３(３１.１５) １３８(３２.３２) ２８９(６７.６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痛经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ꎬ没有明

显的病理改变[１５] ꎮ 重度痛经严重影响在校女大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质量ꎬ剧烈的疼痛致使缺课、无法专心

学习等[１６] ꎮ 不同国家、不同地理区域妇女痛经的发病

率不同ꎬ瑞士为 ６７.２３％ꎬ墨西哥为 ２８.４８％ꎬ土耳其为

５２.７２％[１７] ꎮ 而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痛经患病率为

８６.５５％ꎬ其中 ６２. ５６％ 为轻度疼痛ꎬ３３. ０１％ 为中度疼

痛ꎬ４.４３％为重度疼痛ꎬ高于朱蒙蒙等[６] 进行 Ｍｅｔａ 分

析研究得出的青少年女性痛经患病率(５９.４１％)ꎬ提示

痛经已成为大学生中的常见现象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睡眠与大学生痛经发生有关ꎬ

运动、饮食和睡眠等生活方式与痛经的特征有关ꎮ 增

强体育锻炼不仅能够缓解痛经疼痛程度ꎬ同时也能减

低疼痛频率ꎮ 一些随机对照试验表明ꎬ久坐不动的生

活方式会增加月经相关疾病的发病率ꎬ而积极参加体

育活动可以降低痛经的发病率[８ꎬ１８－１９] ꎮ 月经期间子宫

内膜释放过多的前列腺素和类花生四烯酸类物质ꎬ引
起子宫收缩过强[２０－２１] ꎬ从而导致痛经的发生ꎮ 实验显

示ꎬ有氧运动有助于降低餐后血中不饱和脂肪酸水

平[２２] ꎬ而不饱和脂肪酸正是前列腺素合成的前体[２３] ꎬ
故体育锻炼有助于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ꎬ从而减少痛

经的发生ꎮ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ꎬ规律的体育运动被

视作有效预防和治疗痛经的方法而加以提倡ꎬ如美国

妇产科医师学会和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建议ꎬ为预防月

经相关疾病女性应增加体育运动[２４] ꎮ
良好的饮食习惯是缓减痛经疼痛ꎬ减少痛经持续

时间的有效方法之一ꎮ 部分调查表明ꎬ不经常吃早

餐、饮食不规律以及喜生冷或辛辣食品均是大学生痛

经发生的危险因素[１０ꎬ２５－２６] ꎮ 同时 Ｒｕｐａ 等[８] 发现垃圾

食品的摄入与节食减肥也是痛经发生的危险因素ꎮ
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贫血ꎻ营养不

良是引起下丘脑－垂体－卵巢功能障碍的重要因素之

一[８] ꎻ身体能量供应不足ꎬ会影响神经、内分泌活动机

能ꎬ引起子宫过度收缩ꎬ局部缺血ꎬ从而加大痛经风

险ꎬ加重痛经疼痛程度ꎬ延长痛经持续时间ꎮ 食用生

冷或辛辣食品也可通过影响局部血液循环ꎬ刺激子宫

平滑肌和子宫血管收缩而加重痛经疼痛程度ꎮ
本研究还发现痛经疼痛程度与睡眠时间有关ꎮ

在 Ｙａｓｉｒ 等[９] 、Ｓａｈｉｎ 等[１７] 的研究中表明ꎬ睡眠质量差

的女生更容易痛经ꎮ 睡眠不足似乎是通过影响雌激

素和孕激素受体来影响痛经的严重程度ꎬ睡眠不足的

女性雌激素水平较睡眠充足的女性高ꎬ从而增大月经

期间疼痛发生的风险[１７] ꎮ 另外睡眠不足可导致机体

免疫功能下降和内分泌紊乱ꎬ从而增加痛经发生的几

率[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积极的生活方式ꎬ如增加体育锻炼、充

足的睡眠、每天进食早餐和规律清淡的饮食有助于减

轻痛经强度ꎬ预防痛经发生ꎮ 家庭、学校和卫生部门

应加强痛经干预措施的宣传和倡导ꎬ教育学生采取正

确积极的生活方式ꎬ以降低大学生痛经发病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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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动机)ꎬ还有的是通过体育锻炼让自己感受到有能

力胜任这项活动(能力动机)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与其运动

量之间存在正相关ꎬ与以往学者研究得出的结果一

致[１４] ꎻ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与有氧适能也存在正相

关ꎬ有氧适能又被称作有氧工作能力ꎬ是反映青少年

体质水平的重要指标ꎬ是心脏泵血能力、肺通气功能、
身体持久工作能力等的集中体现[１５] ꎻ另外ꎬ身体运动

量同有氧适能之间也存在相关性ꎮ 上述研究结果提

示ꎬ可以通过了解和提高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动机水

平ꎬ增加其参与体育锻炼的运动量ꎬ从而让青少年的

体质水平得以提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ꎬ青
少年体育锻炼动机对运动量、有氧适能都具有预测价

值ꎬ即动机越高的青少年ꎬ其运动量、有氧适能水平更

高ꎮ 提示在预测青少年体质水平时ꎬ其体育锻炼动机

也可以作为一个较为有价值的参考要素ꎮ
综上所述ꎬ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与其体育锻炼的

运动量、有氧适能之间关系密切ꎬ可以通过分析动机

特点及水平来预测体质状况ꎬ并根据每个学生的体育

锻炼动机特点ꎬ制定对应的指导方案ꎬ提高青少年参

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ꎬ同时还应继续深入贯彻国家关

于引导和推动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相关政策ꎬ最终

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和体质水平的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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