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１８ＲＫＢ０６９)ꎮ
【作者简介】 　 赵浴光(１９８１－　 )ꎬ男ꎬ黑龙江齐齐哈尔人ꎬ硕士ꎬ讲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学ꎮ
【通讯作者】 　 韩云峰ꎬＥ￣ｍａｉｌ:７６７５２９０＠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６

齐齐哈尔市大学生留守经历睡眠质量对抑郁的影响

赵浴光ꎬ杨宏艳ꎬ葛杰ꎬ贾月辉ꎬ韩云峰

齐齐哈尔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黑龙江 １６１００６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留守经历及睡眠质量与抑郁的关系ꎬ为帮助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对齐齐哈尔市 ２ 所大学的 ９０８ 名在校大学生抑郁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ꎬ分
析留守经历和睡眠质量对抑郁的影响ꎮ 结果　 齐齐哈尔市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３０.６２％ꎬ不同性别大学生抑郁检出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男 ２６.３％ꎬ女 ３２.３％ꎬχ２ ＝ ３.１５ꎬＰ>０.０５)ꎬ乡村户籍地的大学生抑郁检出率(３４.９％)高于城市户籍(２５.９％)ꎬ
非独生子女检出率(３５.０３％)高于独生子女(２５.８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１ꎬ８.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留守方式、留守时年龄、留守时居住类型、留守期间与父母的联系频率及睡眠质量是有留守经历

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ＯＲ＝ ０.２８~ ６.０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的抑郁与留守经历、睡眠质量有关ꎮ 高校应关心留

守经历大学生及其睡眠质量ꎬ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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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ＷＨＯ 资料显示ꎬ到 ２０２０ 年抑郁将会成为全

球第二大疾病负担[１] ꎮ 研究显示ꎬ１０％ ~ ２５％的大学

生患有抑郁[２] ꎮ 抑郁不但影响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形成ꎬ还与多种健康危害行为相关ꎬ成为

大学生休学、退学甚至自杀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３] ꎮ
抑郁不但关系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ꎬ也关系到家庭、
社会和谐与稳定[４] ꎮ 有研究表明ꎬ留守经历对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５] ꎮ 与此同时ꎬ良好的睡眠

质量也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６] ꎮ 有研究证实ꎬ

睡眠行为包括睡眠时间短、睡眠障碍与抑郁有关ꎬ睡
眠质量的恶化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程度[７] ꎮ 本研

究通过调查并探讨大学生抑郁现状及与留守经历、睡
眠障碍之间的关系ꎬ为帮助大学生减少抑郁症的发

生、提高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ꎬ抽取齐齐哈尔市 ２ 所大学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ꎬ其中齐齐哈尔大学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班ꎬ齐
齐哈尔医学院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５７ 份ꎬ由于毕业班问卷采用邮寄方式发放和回收ꎬ
并剔除填写不全和存在严重逻辑问题的问卷ꎬ故共回

收有效问卷 ９０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５.９０％ꎮ 本次调查“有

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判定标准:１６ 岁之前父母双方或

８５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一方外出工作ꎬ而被留守家乡持续半年以上的大学

生[８] ꎮ 调查前取得被试者的知情同意ꎬ已于齐齐哈尔

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备案ꎮ
１.２　 工具

１.２. １ 　 抑郁自评量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 [９] 　 量表共包含 ２０ 个条目ꎬ要求被调查者回答

过去 １ 个月内症状出现的频度ꎮ 采用 ４ 级计分ꎬ从

“没有或很少”到“绝大部分时间有”分别计 １ ~ ４ 分ꎬ
问卷条目有 １０ 项反向计分ꎬ１０ 项正向计分ꎬ将 ２０ 个

项目的得分相加ꎬ即得 ＳＤＳ 粗分ꎬ粗分乘以 １.２５ 为标

准分ꎬ以 ５３ 分作为是否抑郁的标准ꎬ其中 ５３ ~ ６２ 分为

轻度抑郁、６３ ~ ７２ 分为中度抑郁ꎬ>７２ 分为重度抑郁ꎮ
ＳＤＳ 得分越高ꎬ说明抑郁程度越严重ꎮ 该量表本次调

查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２ꎮ
１.２.２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ＰＳＱＩ) [１０] 　 此量表用于评估被调查大学生最近

１ 个月的睡眠质量情况ꎬ包含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
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

碍 ７ 个成分ꎬ采用 ４ 级计分ꎬ各成分累积得分为 ＰＳＱＩ
总分ꎬ总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ꎮ ＰＳＱＩ 总分≤４ 分

表示睡眠质量良好ꎬ５ ~ ７ 分为睡眠质量一般ꎬ≥８ 分为

睡眠障碍[１１] ꎮ 本次调查中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处理数据ꎮ 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组间人群抑郁检出率的差异ꎻ独立样本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两组或多组定量资料ꎻ建立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ꎬ分析留守经历、睡眠质量与抑郁

发生的关联性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抑郁情况　 抑郁量表平均得分为(３８.８１±
７.７９)分ꎬ共检出 ２７８ 名学生存在不程度的抑郁症状ꎬ
抑郁检出率为 ３０.６２％ꎬ其中轻度抑郁为 ２３.９％ꎬ中度

抑郁 ５.８％ꎬ重度抑郁 ０.９％ꎮ 男生检出率为 ２６.３％ꎬ女

生为 ３２.３％ꎬ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１５ꎬ
Ｐ>０.０５)ꎻ农村户籍地大学生抑郁检出率(３４.９０％)高

于城市户籍地学生(２５.９０％)ꎬ无留守经历的抑郁检出

率(２３.０９％)低于有留守经历者(４３.６７％)ꎬ非独生子

女的抑郁检出率(３５.０３％)高于独生子女(２５.８６％)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１ꎬ４２.０１ꎬ８.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检出率比较　 留守时

间<１ 年、留守年龄>７ 岁、留守时与父亲居住和与外出

父母不定期联系的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检出率较高ꎬ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抑郁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留守时间 / 年 <１ １０５ ５７(５４.２９) ７.１７ <０.０５

１~ ３ ８６ ３２(３７.２１)
>３ １４１ ５６(３９.７２)

留守方式 单留守 １４０ ６９(４９.２９) ３.１０ ０.０８
双留守 １９２ ７６(３９.５８)

留守时年龄 / 岁 ≤７ １５１ ４６(３０.４６) １９.６５ <０.０５
>７ １８１ ９９(５４.７０)

留守时居住类型 母亲 ８８ ３２(３６.３６) ９.９０ <０.０５
父亲 ２４ １７(７０.８３)
(外)祖父母 １６３ ７０(４２.９４)
其他 ５２ ２６(５０.００)

与外出父母联系 每周 １ 次 １４５ ５２(３５.８６) ７.４１ <０.０５
　 频率 每月 １~ ３ 次 ６９ ３１(４４.９３)

不定期 １１８ ６２(５２.５４)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数据存在缺失项ꎮ

２.３　 大学生抑郁与睡眠关系　 被调查大学生 ＰＳＱＩ 平

均分为(５.６２±２.６２)分ꎬ其中睡眠质量良好、一般、差的

分别占 ３３.３７％ꎬ４４.６６％ꎬ２１.９７％ꎮ 睡眠质量良好者抑

郁检出率为 ２２. ４％ ( ６９ / ３０８)ꎬ 睡眠质量一般者为

２７.５％(１１１ / ４０３)ꎬ睡眠质量差者为 ４９.７％ (９８ / １９７)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５.５０ꎬＰ<０.０１)ꎮ ＰＳＱＩ 量表

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障碍、服用催眠药物、日
间功能障碍 ５ 个因子以及 ＰＳＱＩ 总分ꎬ抑郁者均高于

非抑郁者(Ｐ 值均<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有无抑郁大学生 ＰＳＱＩ 得分比较(ｘ±ｓ)

抑郁 人数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ＰＳＱＩ 总分
无 ５７６ ０.８４±０.７７ ０.９６±０.８７ ０.９９±０.７４ ０.２４±０.６７ ０.８４±０.５４ ０.０１±０.１４ １.４９±０.８７ ５.２０±２.４１
有 ３３２ １.１８±０.８７ １.１６±０.９３ １.１１±０.８９ ０.２２±０.６５ １.１０±０.６０ ０.１９±０.４８ １.８３±０.７９ ６.５９±２.８２
ｔ 值 －５.６３ －３.０４ －１.９６ ０.２８ －６.２４ －５.９３ －５.７４ －６.８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７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占 ３６.５６％(３３２ 名)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ꎬ以有无抑郁(无 ＝ ０ꎬ有 ＝ １)作

为因变量ꎬ以留守时间( <１ 年 ＝ １ꎬ１ ~ ３ 年 ＝ ２ꎬ>３ 年 ＝
３)、留守方式(男＝ １ꎬ女＝ ２)、留守时年龄(≤７ 岁 ＝ ０ꎬ
>７ 岁＝ １)、留守时居住类型[母亲 ＝ ０ꎬ父亲 ＝ １ꎬ(外)

祖父母＝ ２ꎬ其他＝ ３]、留守与父母联系频率(每周 １ 次

＝ １ꎬ每月 １ ~ ３ 次＝ ２ꎬ不定期＝ ３)、睡眠质量(良好＝ １ꎬ
一般 ＝ ２ꎬ差 ＝ ３)为自变量ꎬ结果显示ꎬ留守时年龄>７
岁、留守时与父母以外的人共同生活、留守时联系频

率低及睡眠质量评分低与抑郁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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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３２)

常量与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量 －２.３９ ０.５６ １８.３４ <０.０５
性别 男 １.００

女 ０.４９ ０.３２ ２.３２ ０.１３ １.６３(０.８７ ~ ３.０５)
留守方式 单留守 １.００

双留守 －１.２９ ０.４８ ７.１６ <０.０５ ０.２８(０.１１ ~ ０.７１)
留守时间 / 年 <１ １.００

１ ~ ３ －０.３３ ０.４１ ０.６７ ０.４２ ０.７２(０.３３ ~ １.５９)
>３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９８ １.０１(０.４９ ~ ２.０８)

留守时年龄 / 岁 ≤７ １.００
>７ １.２１ ０.３４ １２.８８ <０.０５ ３.３６(１.７３ ~ ６.５２)

留守时居住类型 母亲 １.００
父亲 １.１８ ０.８０ ２.２１ ０.１４ ３.２６(０.６７ ~ １５.４９)
(外)祖父母 １.７９ ０.５０ １２.８５ <０.０５ ６.００(２.２５ ~ １５.９６)
其他 １.７３ ０.６０ ８.２７ <０.０５ ５.６６(１.７４ ~ １８.４４)

父母联系频率 每周 １ 次 １.００
每月 １ ~ ３ 次 ０.８８ ０.３８ ５.４４ <０.０５ ２.４１(１.１５ ~ ５.０６)
不定期 ０.７５ ０.３０ ５.９２ <０.０５ ２.０９(１.１５ ~ ３.７７)

睡眠质量 良好 １.００
一般 －０.０７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８４ ０.９４(０.５１ ~ １.７３)
差 １.１３ ０.３７ ９.０７ <０.０５ ３.０９(１.４８ ~ ６.４３)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３０. ６２％ꎬ
ＳＤＳ 平均得分为(３８. ８１ ± ７. ７９) 分ꎬ高于全国 ＳＤＳ 常

模[１２]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留守年龄、留守方式、留守时

居住类型、父母联系频率是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相

对于学龄前期ꎬ>７ 岁的留守经历对于大学生抑郁的影

响更大ꎬ原因可能是学校集体生活的氛围ꎬ由于缺少

父 / 母的陪伴和保护ꎬ导致其产生被抛弃和被歧视感ꎬ
由此引发抑郁风险增加ꎮ 而有研究证实[１３] ꎬ由留守经

历产生的抑郁具有延时效应ꎬ故留守年龄不同导致发

生抑郁的风险不同ꎮ 无论单留守还是双留守ꎬ核心家

庭结构改变ꎬ随之生活居住状态发生变化ꎮ 在所有居

住类型中ꎬ与父母以外的人共同生活ꎬ导致抑郁发生

风险增高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４] ꎮ 影响大学生抑郁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留守期间外出的父 / 母与之联系

的频率ꎬ外出的父 / 母通过各种工具与留守在家的子

女频繁的相互联系ꎬ尽管不能完全消除由于外出导致

的关爱缺失ꎬ但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父母关爱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睡眠质量与抑郁

呈正相关ꎬ睡眠质量变差导致患抑郁的风险提高ꎮ 进

入大学ꎬ学生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ꎬ而
这种变化可能影响睡眠质量ꎮ 对于抑郁与睡眠质量

的关系ꎬ很多研究认为是双向的[１５] ꎬ睡眠质量变差ꎬ抑
郁程度也会加重ꎻ而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有睡眠异

常ꎬ睡眠模式的改变也是诊断抑郁的标准之一ꎮ 但最

近的一项持续 ８ 年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１６] ꎬ睡眠质量

差患抑郁的风险增加ꎬ并指出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白
天嗜睡、失眠均与抑郁存在着关联ꎬ且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种关联具有方向性[１７] ꎬ睡眠障碍是抑郁症的前

兆ꎮ 本研究调查的是 １ 个月内睡眠质量与抑郁的情

况ꎬ虽然无法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ꎬ但二者都与一些

不良后果相关ꎬ如自杀、认知功能下降等ꎮ 尤其是抑

郁症状与睡眠障碍相结合使得人群承担更大的患病

负担和更多的身体和认知损失[１８] ꎬ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随着新的学习生活而改变ꎬ许多大学生睡眠不足或不

规律ꎬ通过改善睡眠质量以减少抑郁的发生是提高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有利措施ꎮ 呼吁高校应关心留守经

历大学生ꎬ关注其睡眠质量ꎬ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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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的发生ꎻ街头食品有着食用方便、价格便宜和

口味适宜的优点[１４] ꎬ因此受到儿童青少年青睐ꎬ但街

头食品常存在制作条件简陋ꎬ从业人员无证无健康检

查等问题[１５] ꎬ且大多以散装 / 简易包装形式存在ꎬ易出

现防蝇防尘不达标、混乱销售等现象[１６] ꎮ 另外ꎬ中小

学生进食食品种类以多种食物和不明食物为主ꎬ提示

应培养中小学生合理正确饮食习惯ꎬ减少杂食、多食

及乱食现象ꎬ并加强提高自身安全食品辨别能力ꎮ
本研究发现ꎬ马鞍山市中小学生就诊及时性与性

别、季节和行政区域有关ꎮ 女性更容易及时就诊ꎬ可
能与体质较弱、注重健康有关ꎮ 夏秋季节天气炎热多

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ꎬ起病急ꎬ且学生处于假期ꎬ时间

充裕更易及时就诊ꎮ 和县地区中小学生就诊及时性

明显高于其他县区ꎬ可能与当地教育部门及家长就诊

观念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ꎬ食源性疾病病例及时就诊意

识还与临床症状和自我感受有关[１７] ꎬ中小学生可能存

在对常见轻微症状不在意、无法辨认食源性疾病症

状、不想请假缺课影响学业等情况ꎮ 食源性疾病发病

后及时就诊可为疾病防控提供重要信息ꎬ实现早发

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ꎬ不仅可有效缓

解病情ꎬ还可防止病原体快速传播ꎬ故值得进一步调

研并加以确认ꎬ也提醒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学生食源

性疾病发生时的尽快送诊ꎮ 中小学生普遍存在食品

安全意识较差的现象[１８] ꎮ 有研究表明ꎬ学校对学生进

行食品安全健康教育是有效干预措施ꎬ同时还可贯彻

落实到家庭父母[１８] ꎮ 因此ꎬ建议食药监机构重视高暴

露饮食环境信息ꎬ强化高发县区(如花山区、当涂县

等)防控、加大对高发食品种类(如肉制品、果蔬类等)
和街头场所食品(散装 / 简易包装、小吃摊点等)售卖

的监督检查ꎮ 教育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可联合开展学

校食品安全讲座和教育ꎬ普及学生食品安全知识ꎬ提
高主观意识和食源性疾病辨别能力ꎬ重视患病后及时

就诊ꎬ减少自身及家庭食源性疾病的发生ꎬ实现有效

防控ꎬ降低疫情暴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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