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７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现场调查·

大学生身体素质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余千春马维娟
【摘要】

陈贵梅叶冬青

目的

了解大学生身体素质与睡眠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

取２９８１名安徽省普通高校大学生，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ＰＳＱＩ）以及体

质测试调查大学生睡眠质量和身体素质现状，身体素质与睡眠质量的关系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２７４４名大学生ＰＳＱＩ总分为（５．３７８±２．４９２）分，有４７７人睡眠质量较差
（１７．４％），耐力、速度、力量素质得分分别为（７５．８５０±１３．２７９）分、（６９．７６０±１６．４２２）分、（６６．２７８±
１８．７０９）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优秀的耐力素质（ＯＲ＝Ｏ．４１８）为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结论
提高耐力素质可改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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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质是人体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
速度、耐力等身体基本状态和功能能力…。２０１０年

体素质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为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
改善睡眠质量提供参考。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爆发

对象与方法

力、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旧］。身心
健康与睡眠质量密切相关ｂ’４１。有研究表明，大学生

１．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随机选取

的睡眠质量比成人更差ｂ ３。较差的睡眠质量会给学
习成绩带来不良的影响№１。针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与

５所安徽省普通高校，每所高校在一、二年级中随机
整群各抽取１０个班，总计抽取２９８１人，剔除体质测

睡眠质量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为此本研究调查安

试数据不全和无效问卷者，共获得有效测试数据和

徽省高校大学生身体素质和睡眠质量现状，分析身

问卷２７４４份，有效率为９２．０％。
２．调查方法：

Ｄｏ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３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２００８ｓｋ２２３ｚｄ）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体育部（余千春），第一附
属医院（马维娟），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陈贵梅、
叶冬青）
通信作者：叶冬青，Ｅｍａｉｌ：ｙｄｑ＠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ａ

（１）问卷调查：调查人员调查前统一培训，问卷
调查在体质测试开始前进行，调查前明确告知调查
目的和方法并取得知情同意，符合伦理学标准。调
查时调查问卷要求现场填写，调查人员使用统一指
导语进行指导，问卷填写完毕当场检查，如有错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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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跑的手工录入数据均两遍输入和校

立即改正。问卷调查包括①一艘隋况调查表：采用

５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学号、性别、

对，确保数据完整和准确。各项测试成绩按照《国家

年级、年龄、是否午睡、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表换算成得分ｎ ０。，根据最后
得分评定等级（优秀≥９０分，良好７５～８９分，及格

等。②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ｎ］：为国外评定睡眠质量的常用
量表，其测试结果与多导睡眠脑电图测试结果相关
性较高随］，国内有研究也表明ＰＳＱＩ有较高的信度和

６０～７４分，不及格≤５９分）。
３．统计学分析：问卷数据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
立数据库，双重录入并进行逻辑核对，体质测试数据

效度阳１。ＰＳＱＩ由１９个自评和５个他评条目构成，其
中前１８个自评条目组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输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后导出，用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药物催眠、日间功能７个

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两组间的

成份参与记分，其他条目不计分。７个成分每个按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Ｚ检验，影

０～３等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总分

响因素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ａ＝

范围为０～２１分ｎ１。Ｂｕｙｓｓｅ等＂１以ＰＳＱＩ总分＞５分
为睡眠质量较差分界（灵敏度为８９．６％、特异度为

０．０５。

８６．５％），刘贤臣等阳１研究后提出以ＰＳＱＩ总分＞７分
为睡眠质量较差分界（灵敏度为９８．３％、特异度为

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ｉ±ｓ描述，

结

果

１．一般情况：在２７４４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女生

９０．２％），本研究以ＰＳＱＩ总分＞７分为睡眠质量较差。
（２）体质测试：测试标准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

１３８１人（５０．３％），男生１３６３人（４９．７％），平均年龄

康标准》的规定ｎ…。测试内容包括：①身体机能测
量：测量身高、体重、肺活量。身高、体重采用经过校

年级１４３５人（５２．３％）；家庭居住地在城市１０９７人

正的同方ＣＳＴＦ—ＳＴ身高体重测试仪，受试者赤足、

２．身体素质状况：男生１０００ ｉｎ、女生８００ １ＴＩ跑平

脱帽，穿轻便单衣，身高测量精确到０．１ ｃｍ，体重测

均成绩分别为（２３９．０２８±１９．０１２）Ｓ和（２３４．２３６±

量精确到０．１ ｋｇ。肺活量测量采用经过校正的同方

１７．７０４）Ｓ，男女生５０ ｍ跑平均成绩分别为（７．３１９±

ＣＳＴＦ—ＦＨ肺活量测试仪，每名受试者测量３次，每次

０．４１２）Ｓ和（８．７０８±０．５３９）Ｓ，男生握力平均成绩为

间隔１５ Ｓ，选取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到１ ｍｌ。

（４５．７９８±７．０５７）ｋｇ，女生仰卧起坐的平均成绩每分
钟为（３２．０１７±６．３７６）次。耐力、速度、力量素质得分

②速度素质测试：测试内容为５０ ＩＩｌ跑，即在５０ ＩＴＩ直
线塑胶跑道上，受试者２人一组测试，采用经校正的

（１９．２２９±１．１３９）岁；大学一年级１３０９人（４７．７％），二
（４０．０％），农村１６４７人（６０．０％）。

分别为（７５．８５０±１３．２７９）分、（６９．７６０±１６．４２２）分、

秒表每道一表计时，精确到０．１ Ｓ。③耐力素质测试：

（６６．２７８±１８．７０９）分，男女生在耐力素质（￡＝一３．５０３，

男生测试１０００ ＩＩｌ跑，女生测试８００ １１１跑，即在４００

Ｐ＜０．００１）、速度素质（ｆ＝１８．０６６，Ｐ＜０．００１）、力量素

ｎｌ

塑胶跑道上，６～８人一组，采用经校正的秒表计时，

质（￡＝１８．５４０，Ｐ＜０．００１）性别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精确到０．１ Ｓ。④力量素质测试：男生测试握力，采用

（表１）；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在耐力素质（ｆ＝一４．５７５，

经过校正的同方ＣＳＴＦ．ＷＬ握力测试仪，精确到０．１

Ｐ＜０．００１）、速度素质（ｔ一－－－一１７．６０７，Ｐ＜０．００１）、力量

ｋｇ，测试时用有力的手握２次，取最大值；女生测试

素质（仁一６．１６９，Ｐ＜Ｏ．００１）年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仰卧起坐，采用经过校正的同方ＣＳＴＦ—Ｙｗ仰卧起
坐测试仪，记录１ ｍｉｎ内完成的次数。

意义（表１）。

３．睡眠质量现状：２７４４名大学生中基本不午睡

体质测试由抽测学校经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者６０人（２．２％），少数时间午睡者１９０人（６．９％），多

标准》测试统一培训过的体育教师进行，所有测试仪

数时间午睡者７５０人（２７．３％），基本每天午睡者１７４４

器测量前均进行校准，除仪器自动导人的数据外，

人（６３．６％）。平均午睡时长（５７．２９２±２５．４７１）ｍｉｎ。

表１

２７４４名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的身体素质得分（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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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平均就寝时间在（２３．０６６±２．１６７）时，起床时间

表３研究因素赋值

是（６．５２１±Ｏ．６４２）时，实际睡眠时间（寝卧时间减去

变量

至入睡需要的时间）为（６．５００±０．８０１）ｈ。

ｘｌ性别

男＝１；女＝２

Ｘ２年龄（岁）

＜１８＝１；１８～２０＝２；＞２０＝３

Ｘ３年级

一年级＝１，二年级＝２

大学生ＰＳＱＩ总分为（５．３７８±２．４９２）分，男女生
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一６．０６９，Ｐ＜０．００１）。

影响因素

赋值

Ｘ４家庭居住地

城市＝１；农村＝２

在ＰＳＱＩ各影响因子中，男女生在睡眠质量（￡＝

Ｘ５家庭经济状况

很差＝１；较差＝２；一般＝３；好＝４

一４．２３８，Ｐ＜０．００１）、入睡时间（￡＝一３．９６４，Ｐ＜

Ｘ６午睡

基本不午睡＝１；少数时间午睡＝２；多数时间
午睡＝３；基本每天午睡＝４

０．００１）、睡眠障碍（￡＝一８．０１２，Ｐ＜０．００１）、日间功能

Ｘ７

（￡＝一３．６４７，Ｐ＜０．００１）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睡

Ｘ８肺活量体重指数不及格＝ｌ；及格＝２；良好＝３；优秀＝４

眠时间（ｔ＝一１．８１１，Ｐ＝０．０７０）、睡眠效率（ｚ＝一０．１９７，

Ｘ９耐力素质

不及格＝ｌ；及格＝２；良好＝３；优秀＝４

Ｐ＝０．８４４）、药物催眠（￡＝１．０３０，Ｐ＝０．３０３）上的差异

Ｘ１０速度素质

不及格＝１；及格＝２；良好＝３；优秀＝４

Ｘ１ｌ力量素质

不及格＝ｌ；及格＝２；良好＝３；优秀＝４

无统计学意义（表２）。大学一年级学生ＰＳＱＩ得分为
（５．３８５±２．３８２）分，二年级学生为（５．３７１±２．５９０）分，

ＢＭＩ（ｋｇ／ｍ：）

＜２４＝１；２４～２８＝２；＞２８＝３

表４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１５０，Ｐ＝０．８８１）。
表２

２７４４名大学生ＰＳＱＩ总分及各影响因子
得分（孑±ｓ）的性别分布

２７４４名大学生中有４７７人（１７．４％）睡眠质量较
差（以ＰＳＱＩ＞７分为睡眠质量较差），其中男女生分
别为２０４人（１５．０％）和２７３人（１９．８％），性别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１１．０１１，Ｐ＝０．００１）。在ＰＳＱｉ影
响因子中，大学生“睡眠时间”得分（１．４５４＿＿＿０．７５８）和
“日间功能”得分（１．４４２±０．９１３）较差（ＰＳＱｉ影响因
子＞１分为差）。

学女生的速度、力量素质得分均低于男生，差异有统

４．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因素赋值见表
３。以睡眠质量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年级、家庭

计学意义，这可能与女生较少参与速度、力量相关的

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午睡、ＢＭＩ、肺活量体重指数

素质得分均高于一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杨丽

为控制变量，将耐力素质、速度素质、力量素质纳入

萍和严红玲“¨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二年级学生经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变量纳入标准ａ＝０．０５，排
除标准Ｏｔ＝０．１０）。结果显示，优秀的耐力素质为睡

过一年体育课的学习，由于体育课考试的压力迫使
在课余时间主动锻炼，因而身体素质有了提高。

眠质量的保护因素（表４）。
讨

体育活动有关。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耐力、速度、力量

家庭经济状况好是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
论

Ｍｅｚｉｃｋ等ｎ２１也发现较差的经济收入可导致睡眠质

量不好，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收入低导致外部环境（如

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持续下降陋１，引起社会的关

住宿、生活水平）较差，同时也易引起自卑、焦虑等，

注。而持续下降的身体素质与大学生较差的睡眠质

进而影响睡眠。本研究结果显示，基本每天午睡是

量之间是否有关联，值得探讨。本研究结果表明，大

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基本每天午睡的学生养成了

主堡堕堑疸兰蓥查！Ｑ！！笙！旦箜丝鲞箜！塑竺塾垫！墅ｉ塑ｉ！！！坚型兰Ｑ！！！塑！：丝！塑！：！

·４７４·

规律的睡眠习惯，睡眠质量可能更好。

［５］ＢｕｂｏｌｔｚＷＣ

本次调查显示，有１７．４％的大学生存在睡眠质
量问题，与彭海等ｎ纠的研究结果相近。女生的睡眠

［６］Ｃｕｒｃｉｏ

ｓｌｅｅｐ

８

实际睡眠时间较短仅为（６．５００＋０．８０１）ｈ，ＰＳＱＩ影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等ｎ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表明睡眠质量好的正常人其
好的睡眠质量可能更好。调查显示，良好和优秀的
耐力运动、心肺功能好的人其肺活量体重指数更高，
睡眠质量就可能更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３（６）：

研究．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２００９，３３（６）：６０８—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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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张海，曹学兵，等．三类医学生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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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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