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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青年军人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 方法：整群抽取 556 名青年军人和 571 名大学生，采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 结果：青年军人和大学生

的睡眠问题检出率分别为 27.9%和 10.2%；睡眠质量、人际困扰的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心理弹性和社

会支持的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人际困扰对青年军人睡眠质量变异解释率最高，心理弹性对大学生睡眠

质量变异解释率最高。 结论：青年军人的睡眠问题较青年大学生严重；随着资历（年级）的增加，青年军人的睡眠质量

呈下降趋势，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保持稳定。 需要采取不同措施改善青年军人和大学生的睡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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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sleep 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young soldi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556 young soldiers and 571 college students were sampled in clusters, an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Diagnosis Questionnaire, Resilience Scal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were admin-
istered. Results: The detectable rates of sleep problem in young soldi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were 27.9% and 10.2% re-
spectively. Category and qualification(grade) interaction was significant in sleep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The
main effect of category and qualifications (grade) was significant in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explained most of the variation in sleep quality of young soldiers. Resilience explained most of the variation in sleep qual-
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Sleep problem of young soldiers wa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crease of qualification (grade), the sleep quality of young soldier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ly downward trend, but
the sleep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aintained stab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young sol-
di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differ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sleep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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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睡眠 对于维持个 体的身心健 康至关重

要。 睡眠问题被认为是许多疾病的预测性信号和症

状表现 [1]。 睡眠障碍会增加工作缺勤和工作事故的

风险[2]，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 [3]、身心健康 [4]和生

活质量[5]。
青年军人和大学生是两个年龄相若， 所处环境

迥异的群体。 两个群体主要是由 18-25 岁的青年人

组成。在入伍或入学之前，青年军人和大学生一般处

于同一环境中，随后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两者年龄

相似，发展道路却不同，所处环境差异很大。 青年军

人从较为自由的环境进入受纪律约 束 的 环 境，而大

学生是从学习压力较大、 较为紧张的状况进入较为

自由、安逸的状态。 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两种不同

特点的环境，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进而表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青年军人和大学生单个群

体的睡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王燕、解亚宁调查戈壁

边防军人的睡眠状况，研究显示，驻戈壁边防军人的

睡眠问题高于一般人群， 并且其睡眠状况与躯体健

康、工作满意度、异性关系、学习工作压力等因素相

关[6]。 张林、刁娟的研究显示，18.2%的大学生有睡眠

问题，人际关系、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与睡眠质量

显著相关[7]。 但是，目前综合比较青年军人和大学生

的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探讨随着服役资历

（年级）的增加，两个同龄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睡眠质

量发展趋势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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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而仍能

保持或很快恢复正常的心理机能 [8]，是“自我调适机

制”的成功应对 [9]。 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可以负向预

测自杀行为、酒精滥用、抑郁症状、躯体不适等心理

病理问题 [10]。 那么，心理弹性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如

何，是否是睡眠问题的保护性因素，目前关于这一方

面的研究较少。
此外， 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健康和适应有

重要意义。Hasler 和 Troxel 的研究表明，白天的人际

互动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11]。 同时，社会支持就像

一个缓冲器， 可以缓冲应激事件和困难处境的影响

从而保护个体免受社会环境中危险因素的伤害 [12]。
因此，探讨人际困扰和社会支持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对心理干预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比较青年军人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

及影响因素， 考查两个同龄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的身

心健康特点，为设计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促进

其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青年军人和大学生两个同龄群体作为研究对

象。青年军人样本取自广州军区某野战部队，采取整

群抽样的取样方法，发放问卷 588 份，回收有效问卷

556 份。 新兵样本为新兵营中入伍 2 个月的青年军

人，共 270 人；老兵样本为服役 1-2 年的青年军人，
共 286 人。 大学生样本取自广东工业大学和华南师

范大学两所高校， 整群抽取参与某公共必修课学习

的全部男生，发放问卷575 份，回收有效问卷 571 份。
新生样本为入学 4 个月的大一学生，共 328 人，老生

样本为大二学生，共 243 人。 所有样本均为男性。
1.2 工具

1.2.1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
ty Index，PSQI） PSQI 包括主观睡眠质量、 入睡时

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使用催眠药物和

对日间功能的影响共七个成份，每个成份按 0-3 计

分，累积各成份得分为 PSQI 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

眠质量越差， 以 PSQI>7 作为我国成人睡眠质量问

题的参考界值 [13]。 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
1.2.2 心理弹性量表 （Resilience Scale，RS） 该量

表 由 Wagnild 和 Young[14]编 制，中 文 版 由 范 方 [15]修

订。 该量表共 25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从“1=完全

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

越高。
1.2.3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 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

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共 28 道题，分为人际

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与异性交

往困扰四个维度， 每个维度都由 7 个陈述性问题组

成。被试的得分越高，表明其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严

重[16]。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该量表由肖水源编制，
共 10 个条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

利用度三个维度[17]。 本研究根据被试的实际情况对

该量表的有关条目作了适当的调整 （如将原量表中

有关配偶的条目改为恋人；对于青年军人，将原量表

中有关同事的条目改为战友，对于大学生群体，把原

量表中有关同事的条目改为同学）。 经检验，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
1.3 程序

在征得领导和被试的同意后， 对于愿意参加本

研究的被试采用团体施测。 数据录入 SPSS 19.0 进

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青年军人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各因素比较

以 PSQI>7 作为睡眠 质量问题的 检出标准，大

于 7 分判定为有睡眠问题， 低于 7 分判定为睡眠正

常。 在 556 名青年军人中，401 名睡眠状况正常，155
名存在睡眠问题，睡眠问题检出率为 27.9%。 在 571
名大学生中，513 名睡眠状况正常，58 名存在睡眠问

题，睡眠问题检出率为 10.2%。 青年军人的睡眠问题

检出率显著高于大学生（χ2=57.71，P<0.001）。
以群体类别 （青年军人和大学生） 和服役资历

（年级）为自变量，PSQI 总分及各因素为因变量进行

2×2 两因素的方差分析，见表 1。
PSQI 总分的类别主效应显著，资历（年级）的主

效应显著，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

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于相同类别的群体而言，老

兵 PSQI 得分显著高于新兵（t=9.62，P<0.001），而老

生和新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0.61，P>0.05）；对于

相同年级的群体而言， 新兵的 PSQI 得分显著低于

新生（t=-2.70，P<0.01），而老兵的 PSQI 得分显著高

于老生（t=8.48，P<0.001）。
人际困扰的类别主效应显著，资历（年级）的主

效应显著，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

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于相同类别的群体而言，老

兵人际困扰得分显著高于新兵（t=7.57，P<0.00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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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和新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t=1.05，P>0.05）；对

于相同年级的群体而言， 新兵的人际困扰得分显著

低于新生（t=-8.85，P<0.001），而老兵和老生之间没

有显著差异（t=0.70，P>0.05）。
心理弹性的类别主效应显著，资历（年级）的主

效应显著，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结

果表明青年军人的心理弹性得分显著高于大学生，

新兵心理弹性得分显著高于老兵， 新生的心理弹性

得分显著高于老生。
社会支持的类别主效应显著，资历(年级)的主

效应显著，类别和资历（年级）的主效应不显著，说明

青年军人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大学生， 新兵的

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老兵， 新生的社会支持得分

显著高于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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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年军人与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比较

对于青年军人和大学生，分别以资历（年级）、心

理弹性、人际困扰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以 PSQI 总

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 2，表 3。
对于青年军人，人际困扰、服役资历、心理弹性、

社会支持依次进入睡眠质量的回归方程。 其中人际

困扰对睡眠质量变异的解释率最高，是睡眠质量的

危险性因素，人际困扰越多的军人，睡眠问题 越严

重。 其次，服役资历正向预测睡眠质量，老兵是睡眠

问题的易感人群。 此外，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是青

年军人睡眠质量的保护性因素。
对于大学生而言，心理弹性、人际困扰依次进入

睡眠质量的回归方程，其中心理弹性是大学生睡眠

质量的保护性因素，人际困扰是睡眠问题的危险因

素。

表 2 青年军人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n=556)

表 3 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n=571)

3 讨 论

3.1 青年军人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各因素比较

本研究发现青年军人和大学生的睡眠问题检出

率分别为 27.9%和 10.2%， 青年军人的睡眠问题较

大学生多。 青年军人的睡眠问题检出率低于已有研

究用同一工具调查的结果，如低于边防军人、海训官

兵的睡眠检出率（49.7%、43%）[6，18]。 这可能与军人所

处的驻扎环境和任务类型不同有关。 大学生的睡眠

问题检出率与刘贤臣等人调查的大学生睡眠问题检

出率 13.93%较为接近 [19]，低于张林、刁娟研究发 现

的大学生睡眠问题发生率 18.2%[7]。 这可能与样本组

成、样本大小有关。为了比较同龄群体在不同环境中

的身心健康状况， 本研究所选样本为新兵和 1-2 年

兵龄的老兵以及新生和大二学生，而刘贤臣 [19]、张林
[7]等人的研究样本取自各个年级的大学生，高年级大

学生由于面临就业或考研， 所承受的压力较低年级

要大，睡眠状况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加入高年级大

学生的样本， 可能会抬升整个大学生群体的睡眠问

题检出率。因此，对于本研究的结果更精确的推论是

0-2 年兵龄 青 年 军 人 的 睡 眠 问 题 较 低 年 级 大 学 生

多。 青年军人和大学生在入伍或入学前一般处于相

同环境，随后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大学生自由、
丰富的生活相比，青年军人的部队生活比较艰苦、训

练强度大、纪律性强、环境较为单一，可能会影响军

人的睡眠质量。
新兵的睡眠质量最好，老兵的睡眠质量最差，随

着服役资历（年级）的增加，青年军人的睡眠质量呈

显著下降的趋势， 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则保持相对

稳定。新兵虽然经历了身份和环境的转换，以及接受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但是不过多地参与公差勤务，日

常的生活作息规律， 而老兵除了参加日常的军事训

练外，还要参与额外的公差勤务，有时为此需要牺牲

自己的空余时间甚至是休息、睡眠时间，影响了睡眠

表 1 青年军人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各因素的差异性检验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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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王燕、解亚宁的研究也表明年龄大、岗位时间

长的边防军人睡眠质量差[6]。
在人际困扰方面，新生的人际困扰最少，随着服

役资历（年级）的增加，青年军人的人际困扰呈显著

增加的趋势，而大学生的人际困扰则保持相对稳定。
与新兵相比，老兵需要面对退役、升迁或就业等更多

的现实问题，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可能会遭遇更多

的人际困扰， 而同龄低年级大学生的人际困扰没有

显著变化，这与孙崇勇的研究一致，大学生的人际困

扰存在年级差异，但是大一、大二学生在人际困扰总

分上差异不显著[20]。 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交往程度还

不深，范围还不够广，同学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还

不是很多，人际困扰在年级之间保持稳定。
研究结果显示青年军人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大

学生。 军人所处的环境较为艰苦，日常训练较多，其

意志品质得以磨砺，心理弹性得以提高，与同龄人相

比有更高的心理弹性。 此外，新兵比老兵，新生比老

生有更高的心理弹性，随着年龄增长，两个群体的心

理弹性均呈下降的趋势。 Hannah 的研究也发现，心

理弹性和年龄呈负相关[21]。
青年军人的社会支持显著多于大学生， 相对于

大学生从学习紧张的状态进入了大学较为安逸、自

由的状态， 青年军人则是从自由的环境进入受纪律

约束的环境， 外界给予的支持可能会较多。 其中新

兵的社会支持多于老兵，新生的社会支持多于老生，
这可能是因为新兵和新生离家不久，家人、朋友、上

级或教师给予的支持资源更多， 主观感受到的支持

资源更强烈。
3.2 青年军人与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比较

人际困扰和心理弹性是青年军人和大学生睡眠

质量的共同影响因素。 人际困扰是睡眠质量的危险

性因素，人际困扰较多的个体，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

概念，怀疑自己的人际吸引能力，引发负性情绪，从

而影响个体的睡眠状况。 心理弹性是睡眠质量的保

护性因素，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有面对压力的“反弹

能力”，可以成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出现

睡眠问题的机率较低。 但是，对于不同的群体，两者

对于睡眠质量变异的解释率不同。 人际困扰对于青

年军人的睡眠质量解释率最高， 解释了睡眠质量变

异的绝大部分，并且随着服役资历的增加，人际困扰

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人际困扰对

青年军人睡眠质量的影响。 而对于大学生而言，心

理弹性对睡眠质量的解释率最高， 解释了睡眠质量

大部分的变异，并且随着年级的增长，心理弹性呈下

降趋势，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心理弹性对大学生睡眠

质量的影响。
对于青年军人， 服役资历和社会支持是睡眠质

量的影响因素。 服役时间越长，睡眠问题越多，老兵

是睡眠问题的易感人群。新兵由于刚入伍，获得的关

注比较多，而老兵由于服役时间较长，睡眠问题容易

被忽视，提示应该加强对老兵的睡眠辅导力度，改善

老兵的睡眠状况。其次，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青年

军人的睡眠质量。 大部分军人远离家人和原来的交

友圈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社会支持系统比以前单

一。 那些社会支持资源比较贫乏的军人在面对应激

或日常困扰时， 没有足够的外援支持来缓冲应激事

件的影响，从而会出现比较多的睡眠问题，因此需要

拓展军人的社会支持资源，以保护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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