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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现场调查·
某医学院校学生睡眠质量调查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冯国双

陈景武

【摘要】

杨秀珍

目的

对某医学院学生的睡眠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以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自评焦虑量表（ＳＡＳ）以及自制的医学生睡眠质量
影响因素调查表对在校的本科医学生进行分层抽样调查，采用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医学生睡眠
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１９．１７％的医学生睡眠质量较差。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
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１）。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担心睡眠、作息不规律、考试因素、应激性事件、同学关
系、自评健康状况、宿舍环境、睡觉迟等。结论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应有针对性
地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睡眠质量。
【关键词】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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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问题是影响医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效
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我国不同地区报道。１４。，约有
１２％～２０％的医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质量问
题。由于医学生学习任务相对繁重，心理压力也较
大，很容易产生睡眠质量问题，而目前对其研究较

响因素进行综合调查分析，为有针对性地改善医学
生睡眠质量提供具体措施和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某医学院１～４年级在

少。根据对中国期刊网ｃｎｋｉ的网络检索，１９９４

校的本科医学生。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人数的比例分

２００３年间仅有２４篇研究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别从中整群抽取相应班级进行调查。根据本次调查

的文章，而且这些研究中有的设计或结果分析还存

拟研究的因素个数（２０个左右）及选用的统计方法

在一定的不足。本研究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确定样本含量。对于累积比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模型而言，必

出发，对某医学院校在校学生睡眠质量状况及其影

须有一定的样本规模才能保证其最大似然估计的准
确性，但具体多大样本目前仍无明确答案（如１００

作者单位：２６１０４２山东省潍坊医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冯国双、
陈景武），体育教研室（杨秀珍）

或＞５００）¨¨。本次研究为尽可能地减少估计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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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抽取了１０个班级共５１５名学

名，女生２２６名，男女生比例为１．１２：１。年龄在１７～

生进行调查。

２４岁之间，平均为（２０．１７±１．５０）岁。

２．调查内容：医学生睡眠状况采用匹兹堡睡眠

以ＰＳＱＩ得分≤４、＞４且＜８、≥８作为划分睡

质量指数（ＰＳＱＩ）进行评价旧。。ＰＳＱＩ由１９个项目

眠质量“好”、“中”、“差”的依据，则睡眠质量好的学

构成，可分为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生１５３名（３１．８７％），睡眠质量中的共２３５名

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及日间功能７个成

（４８．９６％），睡眠质量差的共９２名（１９．１７％）。男生

分。每个成分按０～３计分，累计各成分得分即为

和女生之问睡眠质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ＰＳＱＩ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以ＰＳＱＩ

调查还发现，不同年级间睡眠质量有所差异（表２）。

得分≤４、＞４且＜８、≥８将睡眠质量划分为“好”、

经两两比较发现一年级与四年级之间的差别有统计

“中”、“差”。

学意义（Ｙ２＝１２．３８，Ｐ＝０．００２１），其余均无统计学

抑郁和焦虑状况分别用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和

意义。

自评焦虑量表（ＳＡｓ）测量，并分别以ＳＤＳ和ＳＡＳ得

表１

男、女生睡眠质量比较

分≥４０作为判定抑郁和焦虑的标准旧ｏ。其他可能
的相关因素采用自拟的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调
查表进行调查。主要包括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
学习压力、考试压力、睡觉迟、担心睡眠、作息时间不
规律、睡前活动、睡前饥饿、睡前进食、不吃早餐、宿
舍环境、同学关系、家庭关系、应激性事件、恋爱、择
业等。

注：ｘ２＝０．２０９７，Ｐ＝０．９０１３；＊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
据为构成比（％）

表２

不同年级间学生睡眠质量比较

３．预调查：首先在２个班内进行了预调查，并根
据预调查结果对自拟的调查问卷稍作修改，两周后
开始正式调查。调查方式采取现场问卷调查，由调
查员联系相应的班级辅导员，在辅导员的配合下，对
调查对象讲清楚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以及有关指
导语，争取调查对象的合作。然后发放问卷，由调查
对象独立完成问卷的填写。对想了解测试结果的同

注：ｘ２＝１４．９６４５，Ｐ＝０．０２０５；＊同表１

学事后将结果反馈给本人，并随机抽取一部分睡眠

２．医学生睡眠质量与抑郁、焦虑的相关性分

质量差的同学进行干预治疗，由心理学和精神科的

析：调查结果显示，睡眠质量与抑郁、焦虑的相关性

专家开出心理学和社会学处方，观察其睡眠质量改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３、４）。

善情况。具体效果正在观察中。

表３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资料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０录入

睡眠质量与抑郁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计算机，统计分析方法采用了Ｙ２检验和累计比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均在ＳＡＳ ８．０软件上完成。
结

果

１．基本情况分析：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１５份，全部
回收，数据完整者共５００份，占９７．１％。为保证数据

注：ｘ２＝４４＿８６１１，Ｐ＜０．０００１；＊同表１

表４

睡眠质量与焦虑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的质量，对这５００份问卷进行逻辑诊断并配合统计
分析中的模型诊断技术进行了异常点分析，对检查
出的异常点所对应的问卷重新复查，发现某些问卷
尽管数据完整，但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多数是调查
对象未认真填写所致，因而在分析时将这些问卷剔
除。最终进入分析的问卷共４８０份，其中，男生２５４

注：ｘ２＝３１．９６３４，Ｐ＜ｏ．０００１；＊同表１
３．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对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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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适用条件即比例优势假定条件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调查结果显示，１９．１７％的医学生睡眠质量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进行检验，结果认为

差。尽管略高于以往研究，但检验结果表明无统计

本研究采用累积比数模型较为适合（Ｙ２＝１４．８９，

学意义。以往不少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睡眠

Ｐ＝０．８１８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与解释变量间的线性关系

质量存在差异儿。３’１１ ｏ；最近国外一项研究则提出，男

检验则发现ｚ．（体育锻炼）与Ｉ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之间为对数

性与女性的睡眠质量并无差异，以往表现出的差别

关系，因而将ｚ，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其他解释变

很可能是由于抑郁、焦虑的混杂而造成¨２。。本次研

量直接进入方程。

究结果支持男女性别间睡眠质量无差别的结论。调

ｏｄｄｓ

经过累计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单因素和多因素

查还显示，不同年级学生的睡眠质量有差别，这与以

分析，最终共有８个变量进入方程，依次为：担心睡

往研究一致¨３。１ ５Ｉ。从本次研究来看，四年级学生睡

眠、作息不规律、同学关系、宿舍环境、自评健康状

眠质量最差，这可能与他们临近毕业，面临毕业考

况、应激性事件、考试因素、睡觉迟（表５）。以这８

试、毕业论文答辩、就业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使众多

个变量建立模型，则拟合优度指标Ｄｅｖｉａｎｃｅ值与

的应激性事件影响了他们的睡眠，换句话说，应激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

事件很可能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之一。

Ｙ２值分别为０．７８６５（Ｐ＝１．０００）和０．８８８６

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已被多数流行病

（Ｐ＝０．９９３８），引入这８个变量的调整类确定系数

学调查或临床研究所证实。１“２…，本次研究亦表明，焦

Ｒ：洲为ｏ．４６３３。

虑、抑郁与睡眠质量有较强的相关性，睡眠质量差者
讨

论

多数伴有焦虑或抑郁症状。但它们之问到底孰因孰

ＰＳＱＩ是由匹兹堡大学Ｂｕｙｓｓｅ博士等编制而

果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与以往报道一致的因素还

成，主要用于睡眠质量评价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刘

有：担心睡眠、作息不规律、睡觉迟、自评健康状况、

贤臣等于１９９６年将该量表译成中文，并以１１２名正

应激性事件。说明良好的学习、生活规律以及身心

常成人、５６０名大学生、４５例失眠症、３９例抑郁症和

健康均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也有研究认为，考试

３７例神经症病例为测试对象，验证了该量表的信度

失败是影响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因素”２１Ｉ，本次研究显

和效度¨０｜。而该量表在医学生中的信度和效度则

示出类似结果，即对考试过于担心的同学睡眠质量

未见有报道，本次研究结果表明，ＰｓＱＩ七个成分的

较差。本次研究还表明，因同学关系而烦恼的学生

ａ系数为０．８８２３，说明信度较高；因子分析

更容易产生睡眠问题，对宿舍环境不满的学生其睡

结果显示各成分负荷均＞０．５，在０．５２８～０．７５１之

眠质量也较差。有研究认为，缺乏体育锻炼是睡眠

间，表明结构效度较好。

质量不佳的一个原因¨引，但在本次研究中，体育锻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炼并不是一个影响因素，与杨本付等Ｈ ｏ的研究结果

关于ＰＳＱＩ总分对睡眠质量的划分，目前国内

一致。

外尚无统一标准。国内研究既有两类划分，也有三
类划分，但多数以≥８作为划分睡眠质量差的标准。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改善医学生睡眠质量可

本次研究通过咨询心理学和精神科专家，认为简单

从四个方面人手：一是使学生正确认识失眠，消除对

地将睡眠质量分为好和差并不是很恰当，实际上多

失眠的恐惧心理。二是纠正个人不良生活习惯，如

数学生的睡眠质量既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而是介

作息不规律、睡觉迟等，尽量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

于其中。鉴于此，本次研究将睡眠质量分为“好”、

式，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或娱乐活动，按时作息，避免

“中”、“差”三个等级。

通宵不眠等习惯。三是增强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表５

影响因素

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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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符号及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按ＧＢ ３３５８—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１）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孟（中位数仍用Ｍ）；

（２）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３）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ｉ；（４）ｆ检验用英文小写ｆ；（５）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６）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
Ｙ２；（７）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８）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ｕ；（９）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值、ｘ２值、ｑ值
等）。以上符号均用斜体。关于资料的统计学分析：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实验或调查设计类型和资料的条件选用合适的统
计学分析方法，不能盲目套用ｆ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实验或调查设计类型、列联表中定性变量的性
质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能盲目套用Ｙ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
类型，不能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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