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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层武警战士睡眠质量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军人睡眠质量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

180 名基层武警战士进行调查。 结果： ①不同年龄段的基层武警战士在社会支持中对支持利用度维度上差异显著，

21-22 岁的战士优于其它两个年龄阶段；②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与睡眠质量总分及其 5 个分维度：睡眠效果、睡

眠感受、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和日间功能正相关；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维度与睡眠质量及其各维度之间均无显

著相关；社会支持的对支持利用度维度与睡眠质量总分及睡眠效果、睡眠感受、社会功能维度正相关；社会支持总分

与睡眠质量总分无显著相关，但与睡眠感受维度正相关；③高睡眠质量组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

度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 结论：基层武警战士的社会支持对睡眠质量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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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of primary armed soldiers.
Methods: A sample of 180 primary armed police soldiers were administered the SQSCMP and SSRS. Results: ①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mension named support utilization, with age group 21-22 scores higher than other 2
groups. ②Subjective support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leep quality and it’s 5 dimensions: sleep effects,
sleep feeling, sleep continuity, sleep latency, social func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sup-
port and every dimension of sleep quality. The support utilization was correlated to sleep effects, sleep feeling and social
function positively.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sleep quality bur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eep feeling. ③High-scorers in sleep quality get significantly better score in 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Con-
clusion: The social support has influence on sleep quality of primary arme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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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睡眠问题日益突出，
而睡眠质量的好坏是人们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表

现之一。对于武警战士而言，在军事训练中睡眠除了

作为临床上衡量心理及身体健康水平的一项指标以

外， 也是保证战士们训练效果和身体恢复的一项重

要因素 [1]。 研究显示，睡眠质量的好坏，涉及到醒来

时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 也左右觉醒时个人才能发

挥的程度，而睡眠障碍则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降低工

作效率，在心理上也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睡眠障碍产

生的一系列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 形成恶性

循环[2]。
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是个体

应对压力， 保持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要资源。 一方面

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另一方

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

会支持对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 社会支持会影响个

体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 从而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

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
梁学军等人探讨了驻岛官兵社会支持与睡眠质

量的关系，发现睡眠质量受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 [3]。
张玲通过对失眠症患者的研究发现， 失眠症患者的

社会支持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

支持和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均明显降低， 社会支持对

睡眠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4]。 Brummett 对看护者和非

看护者的对比研究发现， 相较于后者看护者因为他

们的行为能够反馈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拥有更好

的睡眠质量[5]。 基层武警战士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
除了要面对常人的应急和挫折，还常常面临高危险、
高负荷的巨大职业压力 [6]，他们在应激时从家族、朋

友或同事等处获得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援与其它普

通职业有所区别。 本文旨在探究基层武警战士社会

支持特点，及其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武警湖南总队的湘潭市、株洲市两个支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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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180 名基层武警官兵作为被试，均为男性。共发

放 180 份问卷， 回 收有效问卷 154 份， 回收 率 为

85%。 其中 46 人来自城市，108 人来自农村。 年龄在

17 至 29 岁之间，平均年龄 20.88±2.12 岁。
1.2 工具

1.2.1 军人睡眠质量量表（SQSCMP） 由崔红，胡军

生，王登峰于 2009 年编制。 共 30 个项目，可归纳为

6 个因素：情绪状态、睡眠效果、睡眠感受、睡眠可持

续性、睡眠潜伏期和日间功能[7]。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由肖水源于 1986
年编制， 该量表共有十个项目， 包括客观 支持（3
条），主观支持（4 条），对社会支持的利用（3 条）三个

维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8]。 杨国愉等人的研究

表明， 社会支持量表在军人群体中有较好的项目区

分度、效度和信度[9]。

2 结 果

2.1 睡眠质量和社会支持的年龄差异

针对基层武警官兵的组织结构特点， 将基层武

警战士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17-19 岁的战士普遍

处于刚刚入伍的阶段；20-21 岁的战士大多已经经

过了 1-2 年的部队生活；而在基层武警部队中大部

分 22 岁以上的已晋升为士官。 由表 1 可知：不同年

龄的基层武警战士在睡眠质量各维度及总分上差异

不明显。 在社会支持的支持利用度上，20-21 岁组优

于其它两个年龄组。 见表 2。

表 1 睡眠质量的年龄差异(x±s)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的年龄差异(x±s)

2.2 睡眠质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睡眠质量各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的

相关结果显示， 基层武警战士的客观支持与睡眠质

量的六个维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 对支持的利用度

与睡眠效果、 睡眠感受和睡眠质量总分呈显著的正

相关(P<0.01)，与日间功能维度正相关显著(P<0.05)；
主观支持与睡眠质量中的睡眠效果、睡眠感受、睡眠

持续性、 睡眠潜伏期以及日间功能五个维度正相关

(P<0.05)，与睡眠质量总分相关极显著（P<0.01）；社

会支持总分与睡眠感受正相关（P<0.05）。

表 3 军人睡眠质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表 4 高、低睡眠质量组的社会支持比较(x±s)

2.3 高低睡眠质量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上得分差异

将 154 名被试睡眠质量总分由高至低排列，取

高低各 27%即高、低组各 42 名被试，对其社会支持

各维度分进行比较。高、低睡眠质量组的武警战士在

社会支持总分上差异显著， 在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

用度两个维度上差异极显著。 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不同年龄阶段武警战士的睡眠质

量无显著差异， 这与梁学军等人对驻岛官兵的研究

结果有所不同[3]，这可能是因为基层武警部队的战士

年龄集中于 18-24 岁，他们的军衔绝大部分仅是战

士或士官。此外，他们生活环境、工作内容相似，并且

遵守统一的作息时间， 这使其所经历的应激事件没

有较大差异，故睡眠质量无明显差异。根据杨国愉等

人对社会支持在军人群体中的研究， 年龄与社会支

持有一定的关系 [9]。 刚刚入伍战士对军营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都比较陌生， 生活经验不足即使有社会支

持他们也觉察不到， 故而利用社会支持促进自身心

理健康较少，所以 17-19 岁年龄组的战士对支持利

用度得分少于其它年龄段。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主观支持与睡眠质量中的睡

眠效果、睡眠感受、睡眠潜伏期以及日间功能四个维

度正相关。主观支持是指个人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

持、 被理解的情感体验， 与个体的主观体验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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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这说明在军营高度统一的客观物质环境中能够

获得更多的尊重、 理解的情感支持会促进睡眠质量

的提高。 客观支持对睡眠质量总分和各维度无显著

相关。客观支持被定义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

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

存在和参与等。 因为部队生活整齐划一，组织严明 [8]，

所以高度统一的物质环境难以成为影响基层武警个

体睡眠质量高低差异的因素。 对支持的利用度与睡

眠效果，睡眠感受，社会功能和社会支持总分三个维

度相关显著。这说明对于能充分利用支持的人，往往

能有更好的睡眠效果、睡眠感受，同时白天的社会功

能会更加良好。社会支持总分与睡眠感受相关显著，

这表明获得良好社会支持的战士能够有更好的睡眠

感受，对自己的睡眠状况更为满意。
高、低睡眠质量组的武警战士在社会支持总分、

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的得分上存在

显著的差异，这从另一角度证明，社会支持状况与武

警战士的睡眠质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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