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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报道显示ꎬ大学生睡眠状况不容乐观[１－３] ꎮ
除影响睡眠的一般因素外ꎬ营养因素可能也对睡眠有

重要影响ꎬ如国外有研究发现ꎬ维生素 Ｄ 摄入有助于

维持睡眠ꎬ补充维生素 Ｄ 使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达到且

维持在一定的浓度时ꎬ可以有效地改善睡眠[４－５] ꎮ 大

学生在维生素 Ｄ 营养状况方面存在缺乏的较高风

险[６] ꎮ 本研究拟对大学生开展睡眠相关调查并检测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ꎬ进一步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关联ꎬ
为采取相应营养干预措施改善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提

供重要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南京医科大学内招募大学生志愿者ꎬ要
求身体健康ꎬ将患有严重消化系统疾病影响吸收以及

服用含维生素 Ｄ 补充剂的人员排除在外ꎮ 由调查员

向被调查者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实施过程及可能受

益等ꎬ由被调查者填写知情同意书并签字ꎮ 本次调查

中符合条件的学生共有 １７５ 名ꎮ 其中男生 ２５ 名

(１４.３％)ꎬ女生 １５０ 名 ( ８５. ７％)ꎻ 汉族学生 １６８ 名

(９６.０％)ꎬ维吾尔族学生 ３ 名(１.７％)ꎬ其他民族学生 ４
名(２.３％)ꎮ 平均年龄为(１９.９±１.７)岁ꎮ
１.２　 方法 　 选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７] ( Ｐｉｔｔｓ￣
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ＰＳＱＩ)评定受试者最近 １ 个

月的睡眠质量ꎮ 该量表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

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

功能障碍 ７ 个成分ꎬ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每个成分按

０ ~ ３ 分 ４ 级计分ꎬ将 ７ 个成分得分相加即为 ＰＳＱＩ 总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ꎮ ＰＳＱＩ≤２ 分ꎬ即睡眠

良好ꎻ３≤ＰＳＱＩ≤７ 分ꎬ即睡眠中等ꎬＰＳＱＩ≥８ 分ꎬ即睡

眠障碍[７] ꎮ 为避免季节影响ꎬ本次调查和血样采集均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完成ꎮ 所有受试者空腹采取静脉血后

离心取血清置－８０ ℃ 冰箱冻存待检ꎮ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检测采用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检测ꎬ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ꎮ
维生素 Ｄ 水平按维生素 Ｄ 与成年人骨骼健康应用指

南的标准进行判断[８]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ꎬ
方法包括 ｔ 检验、χ２ 检验及相关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睡眠质量总体情况　 大学生中ꎬ睡眠障碍

的有 ３２ 人ꎬ占 １８.３％ꎮ 男生的睡眠障碍率为 ２８. ０％
(７ / ２５)ꎬ明显高于女生的 １６.７％ (２５ / １５０)ꎬ性别之间

睡眠质量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７. ５０８ꎬ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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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ꎮ
２.２　 大学生 ＰＳＱＩ 得分情况　 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为(５.３６
±２.６４)分ꎬ其中男生 ＰＳＱＩ 总均分虽高于女生ꎬ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８１４ꎬＰ>０.０５)ꎻ７ 个分项中ꎬ男生日

间功能障碍项得分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４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不同维生素 Ｄ 水平人群睡眠障碍情况　 维生素

Ｄ 缺乏的人群中睡眠障碍发生率最高( ２０. ０％ꎬ１７ /
８５)ꎬ维生素 Ｄ 不足(１４.６％ꎬ７ / ４８)或充足(１９.０％ꎬ８ /

４２)的人群睡眠障碍发生率略低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０.６２４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大学生血清 ２５(ＯＨ)Ｄ 水平与睡眠评分的关系

随着维生素 Ｄ 水平逐渐升高ꎬ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呈降低

趋势ꎬ将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睡眠评价总分以及各分

项进行相关分析发现ꎬＰＳＱＩ 总分、日间功能障碍、入睡

时间与维生素 Ｄ 水平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９４ꎬ
－０.１７５ꎬ－０.２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大学生 ＰＳＱＩ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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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
男 ２５ １.０８±０.５７ １.０４±０.９８ ０.８０±０.５８ ０.２０±０.５０ ０.９６±０.４６ ０.１６±０.６２ ２.００±０.８７ ６.２４±２.４７
女 １５０ ０.９６±０.６６ ０.８４±０.９１ ０.８１±０.７２ ０.１９±０.５１ ０.８７±０.５０ ０ １.５５±０.９２ ５.２１±２.６４
合计 １７５ ０.９８±０.６５ ０.８７±０.９２ ０.８１±０.７０ ０.１９±０.５１ ０.８８±０.４９ ０.０２±０.２４ １.６１±０.９２ ５.３６±２.６４
ｔ 值 ０.８５２ １.０１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８７４ １.２８１ ２.４０３ １.８１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患有睡眠障碍的大学生占总体的

１８.３％ꎬ男生高于女生ꎮ ＰＳＱＩ 总分为(５.３６±２.６４)分ꎬ
虽略高于大学生常模[９] ꎬ但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另外ꎬ男生 ＰＳＱＩ 总均分虽高于女生ꎬ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男生日间功能障碍得分

高于女生ꎬ反映出大学生白天会感到困倦ꎬ做事情精

力不足ꎬ势必对学生的生活和学业构成影响ꎮ 尤其是

男生的睡眠质量可能差于女生ꎬ可能原因为男生容易

熬夜ꎬ入睡时间长ꎬ睡眠质量不高ꎬ势必会造成日间功

能障碍ꎮ 从 ＰＳＱＩ 各成分的相关来看ꎬ各成分之间是

相互影响的ꎬ各成分的得分也影响到总体睡眠质量的

得分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与日间障碍等对总体睡眠

质量的影响最大ꎬ说明若能很快地入睡或者白天精力

充沛的话ꎬ睡眠质量能得到很大提高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维生素 Ｄ 缺乏的人群睡眠障碍发

生率最高ꎬ维生素 Ｄ 不足或充足的人群睡眠障碍发生

率略低ꎬ提示不同的维生素 Ｄ 水平可能与睡眠障碍发

生有关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ＰＳＱＩ 总分、日间功能障碍、
入睡时间与维生素 Ｄ 水平均呈负相关ꎮ Ｇｈｏｌａｍｒｅｚａｅｉ
等[１０]对 ６３ 名系统性红斑狼疮女性患者研究发现ꎬ血
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 ＰＳＱＩ 呈负相关ꎬ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ꎮ 另外ꎬ本研究中尚未发现血清维生素 Ｄ 与睡眠时

间或睡眠效率有关ꎮ 而美国的一个大型调查包括了 ６
１３９ 名成年人ꎬ发现较高的血清维生素 Ｄ 浓度与睡眠

时间呈负相关[１１] ꎮ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ꎬ可能是未发现

其联系的原因之一ꎮ
综上所述ꎬ患有睡眠障碍的大学生仍占相当比

例ꎬＰＳＱＩ 总分、日间功能障碍、入睡时间与维生素 Ｄ
水平均呈负相关ꎮ 因此ꎬ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营养教

育ꎬ可以采取增加日光照射、摄入维生素 Ｄ 强化食品、

维生素 Ｄ 补充剂等措施ꎬ逐步提高大学生的维生素 Ｄ
水平ꎬ不仅可以改善大学生的睡眠状况ꎬ也可以充分

受益维生素 Ｄ 对人体的其他有益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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