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jsmmu.cn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9 年 12 月第 40 卷第 12 期
Academic Journ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Dec. 2019, Vol. 40, No. 12

· 1389 ·

· 短篇论著 ·

DOI：10.16781/j.0258-879x.2019.12.1389

军校医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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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研究军校医学生的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为提高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对 237 名一至四年级军校
医学生的睡眠质量和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22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8%。军校医学生 PSQI
平均得分为（5.78±2.26）分，MPATS 平均得分为（38.65±11.32）分；女性比男性军校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更差
[（6.12±2.11）分 vs （5.49±2.35）分，P ＜ 0.05]；三年级军校医学生 MPATS 得分最高 [（42.51±10.81）分]；军校
医学生 PSQI 总分与 MPATS 总分呈正相关（r ＝ 0.280，P ＜ 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机成瘾对军校医学生睡眠质
量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 过度使用手机对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有不良影响，女性受影响更
大；应加强三年级军校医学生的手机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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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total of 237 cadets from

freshman to senior majored in medicine were tested by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 Results

Eventually, 22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being 95.8%. The mean score of PSQI was 5.78±2.26, and the mean score of MPATS was 38.65±11.32.
Females had a worse sleep quality than male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6.12±2.11 vs 5.49±2.35, P ＜ 0.05). Junior cadets
had the highest MPATS score (42.51±10.81). The score of PSQ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MPATS among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r ＝ 0.280, P ＜ 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sleep quality of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P ＜ 0.01).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overus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leep quality among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especially in femal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mobile phone use among junior cadets.
[Key words] military personnels;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sleep quality;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ollege students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19, 40(12): 1389-1392]

睡眠在人的一生中占近三分之一的时长，随着
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压力的增大，睡眠问题引起
广泛的关注。睡眠紊乱会引起躯体疾病、心理障碍、

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导致死亡率升高[1]。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压
力，且脱离家长和老师的监管独立生活。国外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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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60% 以上的大学生存在睡眠质量差、

的程度越严重。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

睡眠规律紊乱的情况，严重者甚至需要服用镇静安
[2]

眠药物 ；国内的大样本研究也显示大学生的睡眠
[3]

质量较差 。以往研究中提到的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4]

[5]

包括大学生的压力状况 、情绪状态 、体质量水

2019 年 12 月，第 40 卷

及年级等人口学资料。
1.3

应用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

统计学处理

行录入及分析，数据以 x±s 表示，2 组比较采用

平 及运动习惯 和饮食习惯 等。近年来，电子产

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品尤其是手机的使用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受到

PSQI 得分和 MPATS 得分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

越来越多的重视，一般认为，使用手机对睡眠的影

分析，人口学变量和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采

[6]

[7]

[8]

[9]

响可能与生理节律改变 、社交压力增加

[10]

及唤起

水平改变[11]有关。
与普通院校的大学生相比，军校医学生面临较

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大的学业和训练压力，其手机使用和管理方式与普

本 次 调 查 中，227 名 军 校 医 学 生 PSQI 总 分

通院校有所不同。目前，军校医学生手机使用与睡

为 0 ～ 13（5.78±2.26） 分， 睡 眠 障 碍（PSQI 总

眠质量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以某军医

分 ＞ 7 分）检出率为 22.5%（51/227）；MPATS 总

大学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探讨手机使用与睡眠

分为 16 ～ 74（38.65±11.32）分。

质量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提
供依据。
1
1.1

以某军医大学一至四年级本科生

22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8%。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为（19.73±1.61）岁，其中男生 121 人（53.3%）、
女生 106 人（46.7%）；一年级 69 人（30.4%），
二年级 46 人（20.3%），三年级 81 人（35.7%），
四年级 31 人（13.7%）。
研究工具

MPATS 总分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军校女性

表明军校女性医学生睡眠质量更差；在手机使用

为研究对象，共 237 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2

不 同 性 别 和 年 级 军 校 医 学 生 PSQI 总 分 和

医学生 PSQI 总分高于男性医学生（P ＜ 0.05），

对象和方法
调查对象

2.1

上，虽然军校女性医学生 MPATS 总分也高于男
性医学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各
年级的军校医学生 PSQI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而 MPATS 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其中，一年级军校医学生 MPATS
得分最低，三年级得分最高，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表1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12] 评价睡眠质量。

不同性别和年级军校医学生 PSQI 总分和
MPATS 总分比较

该量表由主观睡眠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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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组成，共 18 个条目。每个维度按 0 ～ 3 分计分，

N ＝ 227, x±s
PSQI 总分

男

121

5.49±2.35

37.77±11.47

女

106

6.12±2.11

39.66±11.12

MPATS 总分

性别

PSQI 总分为 0 ～ 21 分，以 PSQI 总分 ＞ 7 分作为我
国成人睡眠质量问题的参考界值，得分越高表明睡
眠质量越差。
用 大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倾 向 量 表（mobile phone

n

指标

t值

－ 2.127

－ 1.258

P值

＜ 0.05

＞ 0.05

年级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 评 价 手 机 成

一年级

69

5.42±1.97

34.86±10.76

编 制， 量 表 的

二年级

46

5.85±2.26

38.41±12.09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重测信度为 0.91。该量

三年级

81

6.12±2.34

42.51±10.81*

四年级

31

5.61±2.26

37.39±9.84

瘾 倾 向 程 度。 该 量 表 由 熊 婕 等

[13]

表由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及心境改变 4

F值

个维度组成，共 16 个条目。每个维度从“非常不

P值

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评定为 1 ～ 5 分，累计
得分为 MPATS 总分，总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倾向

1.279
＞ 0.05

6.262
＜ 0.01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MPATS: 手机成瘾倾向量
*

表. P ＜ 0.05 与一年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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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睡眠障碍军校医学生手机成瘾情况

根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手机成瘾作为自变量进行

PSQI 得分将 227 名军校医学生分为睡眠障碍组

多元回归分析。表 4 结果显示，手机成瘾对睡眠质

（PSQI 总分 ＞ 7 分）和非睡眠障碍组（PSQI 总

量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可解释

分≤ 7 分），其中睡眠障碍组 51 人（22.5%）、非

睡眠质量的 8.4%（调整 R2 ＝ 0.084）。

睡眠障碍组 176 人（77.5%）。睡眠障碍组 MPATS

表4

总分及突显行为、心境改变 2 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
非睡眠障碍组（P 均 ＜ 0.05）。见表 2。提示睡眠
障碍的军校医学生有更高的手机成瘾倾向。
表 2 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 MPATS 得分比较

指标

睡眠障碍组
n ＝ 51

t值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常量
性别
手机成瘾

B
2.915
0.533
0.054

标准误
0.639
0.289
0.013

β
0.118
0.270

t值
4.559
1.844
4.231

P值
＜ 0.01
0.067
＜ 0.01

调整 R2 ＝ 0.084, F ＝ 11.38. B: 回归系数; β: 标准化回归

x±s
非睡眠障碍组
n ＝ 176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

系数

P值

3

总分

37.78±11.10

41.67±11.67 － 2.178

0.03

戒断症状

15.65±4.75

16.90±4.99

－ 1.633

0.10

突显行为

7.73±3.02

8.88±3.42

－ 2.336

0.02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军校医学生的睡眠质量
较男性差，这种睡眠质量上的性别差异在地方大学

社会抚慰

7.19±2.72

7.76±2.69

－ 1.338

0.18

心境改变

7.21±2.60

8.12±2.76

－ 2.165

0.03

MPATS: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讨

论

生中也存在[14-15]。可能原因是：女性心思细腻、敏
感多虑的性格特点使其在面临大学的学习、生活压

军校医学生 PSQI 得分和 MPATS 得分的相关

力时更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并反映在其睡眠质量

分析结果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 3）显示，除

上。但值得注意的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很多，

睡眠障碍维度外，PSQI 总分及其他各维度得分均与

有关性别影响睡眠质量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李

2.3

MPATS 总分存在一定限度的正相关关系（P＜0.05，

燕芬等[16] 对 12 篇中国大学生睡眠质量的文献进行

P＜0.01）；MPAT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 PSQI 总分、

了 meta 分析，结果并未发现性别对睡眠质量有影

日间功能障碍维度得分、睡眠时间维度得分均存在

响。因此，性别对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也可

正相关关系（P＜0.05，P＜0.01）。提示使用手机会

能与本次研究的取样有关。

降低军校医学生的睡眠质量，尤其对军校医学生的

本次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军校医学生的手机

日间功能和睡眠时间会有负面影响。

成瘾存在年级差异：本科三年级军校医学生手机成

表3

一是学校管理因素。学校对一年级学生的各项管理

瘾程度较本科一年级高。可能的原因主要有 2 点：

军校医学生 PSQI 得分和 MPATS 得分的相关分析

指标

MPATS
总分

戒断
症状

突显
行为

社会
抚慰

r

制度执行得比较严格，而对三年级学生的管理相对

心境
改变

松散。二是环境适应能力。经过 2 年多的军校学习

PSQI 总分

0.280** 0.249** 0.259** 0.182** 0.248**

后三年级的军校医学生学业压力减轻[17]，有了更多

主观睡眠质量

0.165*

0.133*

0.206** 0.067

0.150*

的空余时间，通过手机进行社交、游戏、购物等活

入睡时间

0.154*

0.129

0.190** 0.094

0.103

睡眠时间

0.233** 0.229** 0.177** 0.166*

0.197**

动增加。这种手机使用在中年级大学生增加的现象

睡眠效率

0.157*

0.192** 0.150*

0.101

0.042

睡眠障碍

0.095

0.053

0.070

0.099

0.123

催眠药物

0.158*

0.162*

0.134*

0.099

0.121

日间功能障碍

0.207

**

0.184

**

0.140

*

0.146

*

0.235

报道二、三年级的医学生手机成瘾情况较一、四年
**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MPATS: 手机成瘾倾向量
表. *P ＜ 0.05, **P ＜ 0.01

2.4
分析

不仅在军校存在，在地方大学生中同样如此，文献
级的学生更为严重[18]。这一结果提示，未来军校医
学生的手机管理应该以三年级为主，需对其手机使
用做出合理规定并科学安排其学习课程和严格管理
其作息时间等。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军校医学生有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本次调

将军校医学生 PSQI 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差

查的军校医学生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正常操课时间

· 1392 ·

不能使用手机，所有手机由管理人员集中统一保管，
军校医学生只有在休息时段才能领回手机使用；另
外，受学校熄灯制度限制，本次调查的军校医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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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2：30 到次日 6：00 的时间段内无法自由使用手
机。但即便如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手机对睡眠
质量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1）与

[5]

非睡眠障碍组相比，睡眠障碍组学生 MPATS 总分
升高，而且 2 组在突显行为和心境改变得分方面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睡眠障碍组在手机使用中

[6]

更容易表现出特定的行为表现及负性情绪反应。
（2）MPATS 得分与 PSQI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存在
诸多相关。MPAT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 PSQI 量
表日间功能障碍、睡眠时间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7]

表明手机使用主要影响军校医学生的日间功能与睡
眠时间。（3）睡眠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手
机使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
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提

[8]

示 t 检验中性别对睡眠质量的显著影响可能与不同
性别军校医学生手机使用习惯不同有关。这也提示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手机使用对睡眠质量影响机制的

[9]

研究，为提高睡眠质量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即便是军校医学生这一使用手机受
到严格管控的群体，手机使用仍然会对其睡眠质量
造成明显的影响。智能手机的普及趋势已经难以逆

[10]

转，未来应考虑更科学有效的改进方法，如使用手
机过滤膜、防蓝光的眼镜或安装可以调节屏幕光的
软件，既保留手机给个体生活带来的便利，又减少
手机对睡眠的不良影响。

[11]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采用横断
面调查的方法无法为手机使用与睡眠质量降低之间
的因果关系提供更多的证据；（2）军校医学生与
地方高校医学生的日常管理、手机使用、作息制度

[12]

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无法对军校医学生与普通高校
医学生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进行对比，从而使本研

[13]

究结论的推广应用价值受到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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