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大学生月经周期应激敏感性的生理心理评估

张文娟 1， 周仁来 1，2， 王瑛 3

（1．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
2．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北京 100083）

【摘要】 目的：评估女大学生在月经周期不同阶段应激敏感性的变化。 方法：在经前、经后和排卵期对 29 名月经周

期规律的女大学生进行静息、心算任务的心理生理测试。 结果：心率变化最显著，排卵期的心率显著大于经前和经

后；在排卵期和经后心算心率显著大于静息心率，而在经前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心率变异性上，仅发现低频成分

在静息状态显著大于心算状态；皮肤电反应在心算状态显著大于静息状态。 结论：女大学生在经前应激敏感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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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changes of stress-sensitivity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during different phases of men-
strual cycle. Methods: 29 normally-cycling female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a resting mental arithmetic test in pre-
menstrual phase (luteal phase), postmenstrual phase (follicular phase) and ovulation of their menstrual cycle. Results:
Changes of heart rat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Heart rate (HR) in ov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premen-
strual and postmenstrual phase. Despite HR of mental arithmetic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HR of resting in ovulation
and postmenstrual phas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remenstrual phase. Power spectral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only showed low-frequency (LF) component of resting was higher than LF of mental arithmetic. Galvanic Skin Re-
sponse (GSR) of mental arithmetic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GSR of resting. Conclusion: Stress sensitivity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is the highest in premenstrual phase of menstru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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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周期作为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 反映女性

生殖器官功能的变化。 它的形成依赖于丘脑-垂体-
卵巢轴的功能调节与平衡。 如果机体内外因素的变

化干扰了调节轴的正常运作，引发应激反应，就可能

会导致月经不调等不适症状。 女大学生大多处于青

春末期，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还没有完全成

熟， 发生应激反应容易导致神经内分泌等系统发生

紊乱，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的激活，使

体内各种激素发生改变，导致不良的身心症状。针对

女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发现，应激因素和月经失调、痛

经等的发生有密切联系[1-3]。 女性在月经周期伴随着

免疫功能和 疾 病 易 感 性 等方面的变化[4]， 经前的自

主神经激活水平比经期更高[5]，经前情绪障碍者大多

具有较高的应激敏感性（stress-sensitivity）[6]。 而目前

国内针对月经周期身心变化的研究以调查为主，仅

有少量研究考察了不同阶段生理指标的变化[7]，尚未

见到应激状态的研究报告。 对月经周期应激敏感性

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女大学生心理生理状态的周期变

化，并为制定相关的干预保健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国外对月经周期应激状态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

的研究较丰富，但结果却不尽一致。绝大多数研究发

现，黄体期（经前）的心血管反应，包括心率和血压 [8-

10]比卵泡期（经后）更高或变化更大。 对应激激素比

如皮质醇、肾上腺素水平的检测也发现相比卵泡期，
黄体期的应激敏感性增加[10]。 但也有研究发现，卵泡

期的心血管反应和皮电反应更大[11，12]。 而另一些研究

在卵泡期和黄体期应激反应的心率和血压上没有发

现显著差异[13，14]。 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首先，月经周期测试的阶段时间不同。 大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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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选取了卵泡期和黄体 [8，10，14]，还有的加入经期 [12，13]

和排卵期[9，12]等的考察。 即使是同一阶段选取的天数

也略有差异。 其次，测试阶段的确定方法不同。 早期

研究通过主观报告和日历推算法来确定不同阶段 [14]，
但即使是同一个体在不同月经周期的卵泡期长短也

会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后来

一些研究通过直接检测性激素水平或排卵试纸来确

定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 [8-13]，但是 检 测 激 素 代价较

大，并会降低被试的参与性。 第三，被试的筛选不够

严格，同时存在被试内设[8-11，13，14]和被试间设计[12]。 而

女性月经周期的个体差异较大[15]，因此，筛选周期规

律的被试和被试内设计更适合考察月经周期不同阶

段的生理心理变化。第四，选用的生理指标敏感性不

同。早期研究使用的指标大多包括皮肤电反应、皮肤

温度、心率、血压和呼吸率等指标。近年来，心率变异

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的频谱分析对自主神

经系统活动评估更为重要。 其中高频成分（HF）是由

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单独介导，而低频成分（LF）
受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共同调制， 但主要反映交感

神经的活动性； 低频高频比值可以反映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平衡状况[16]。Sato 等[17]发现心率变

异性的功率谱分析在评估月经周期自主神经活动的

轻微波动中更敏感。 他们测试了女性在卵泡期和黄

体期对心理挑战任务的心血管活动， 发现心率变异

性中的低频成分及低频高频比在黄体期比卵泡期更

高， 说明交感神经的活动性在黄体期比在卵泡期更

强。 因此，皮肤电反应、皮肤温度和心率及其变异性

可以更全面的反映女性在月经周期不同阶段的应激

敏感性变化。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量表得 分和参与意 愿对填写筛 选量表的

117 名被试进行筛选。 筛选要求为月经周期规律，无

明显经前综合征症状，无明显抑郁和焦虑，无人格异

常，无明显心理异常症状。 选用的筛选量表包括：①
自 编 月 经 周 期 基 本 情 况 问 卷 ； ②经 前 期 综 合 征

（PMS）问卷[18]；③特质焦虑量表（TAI）和贝克抑郁量

表（BDI）；④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EPQ）；⑤症状自

评量表（SCL-90）。
最终共 29 名符合要求的被试完成了此次测试，

4 名被试因经期提前，测试中间隔了一到两个月，另

外 1 名被试心率严重不齐，极端值较多，最终共 24
个有效被试数据进入统计。平均年龄 20.8（SD=1.57）
岁，其中大一 1 人，大二 14 人，大三 4 人，大四 5 人，
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月经期经量情况

为：2 人偏多，6 人偏少，16 人正常。7 人报告有痛经。
其中绝大多数人（84%，21 人）认为月经是一种自然

现象，8%（2 人） 认为月经是烦恼的事情，4%（1 人）
认为月经是其他。所有被试均为不吸烟者，测试期间

未服用任何激素和对月经周期产生影响的药物。 被

试实验前填写知情同意书，实验后付给被试费。 被

试月经周期的基本情况和筛选量表得分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月经周期基本情况（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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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筛选量表得分（n=24）

注：EPQ 各维度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分数是根据 EPQ 手册将原始分转换的量表分。

1.2 测试日期

根据月经周期的生理特点和激素水平情况，测

试日期确定为经前期（黄体期），选取月经期开始前

1-3 天。 经后期（卵泡期），选取月经期结束后 1-3
天。 排卵日为下次月经来潮前的第 14 天，以基础体

温 （Basal Body Temperature，BBT）和 尿 排 卵 试 纸 的

阳性反应为参考， 确定排卵日。 选取排卵日的前 4

天和后 5 天为排卵期，每位被试在排卵期、经前（黄

体期）和经后（卵泡期）完成三次测试。每次测试包括

量表填写和生理心理测试两个部分。 为了排除练习

效应的影响， 被试的测试顺序分为三组， 如表 3 所

示。实际测试时间为经前平均 2.28 天，范围为 0 到 6
天，经后 2.04 天，范围为 1 到 4 天，排卵期为排卵日

的前 4 天和后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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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被试测试顺序（n=24）

1.3 测试程序

被试先完成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

表（SDS），然后进入测试。 首先让被试闭眼静息三分

钟，然后进入心算任务，计算 999 连续减 13，三分钟

后在纸上写下最终的计算结果， 最后再闭眼静息三

分钟。 第二次测试和第三次测试的计算题目为 999
连续减 15 和 999 连续减 17， 并通过指导语和结果

报告来确保被试在任务中一直处于心算状态。
1.4 实验设备和数据采集

采用 16 导生理记录仪（BIOPAC MP150）采集、
转换、放大和存储生理活动信号。皮肤电反应的两个

电极分别连接在被试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指腹上。 放

大器增益为 5，高通滤波器设置为 DC，低通滤波器

设置为 1Hz，采样率为 250Hz。 皮肤温度的一个电极

连接在被试左手小拇指指腹上。 放大器增益为 2，高

通滤波器设置为 DC，低通滤波器设置为 10Hz，采样

率为 250 Hz。 心率由心电信 号（R 波）在线 计算得

到。 将双电极分别连接在被试的左手腕上（-）和左

脚腕（+）上，地线连接在右脚腕上。 放大器增益设置

为 1000，高通滤波器设置为 0.5Hz，低通滤波器设置

为 35Hz，采样率为 500Hz。
1.5 数据处理

使用 AcqKnowledge4.0 提取皮肤电反应、 皮肤

温度和心率数据，并导出心率变异性数据。所有数据

采用 SPSS16.0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SAS 和 SDS 评定结果

24 个被试在三个阶段的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

得分如表 4 所示。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月

经周期不同阶段的焦虑和抑郁自评 得分无显著 差

异 ，SAS：F (2，46) =0.561，P =0.575；SDS：F (2，46) =
0.133，P=0.876。

表 4 被试月经周期不同阶段 SAS 和

SDS 量表得分（M±SD，n=24）

2.2 各生理指标结果

24 个被试排卵期、 经前和经后的皮肤电反应、
皮肤温度、心率和心率变异性结果如表 5、表 6、表 7
和表 8 所示。

表 5 月经周期不同阶段静息、心算任务的

皮肤电反应（GSR，umho；M±SD，n=24）

注：umho 的意思是微欧姆，即电脑欧姆倒数的 10 的-6 次方，

电阻的倒数就是电导，它的国际单位制是西门子。

表 6 月经周期不同阶段静息、心算任务

的皮肤温度（SKT，℃；M±SD，n=24）

表 7 月经周期不同阶段静息、心算任务

的心率（HR，次/分；M±SD，n=24）

表 8 月经周期不同阶段静息、心算任务心率变异性

的高低频成分值及比值(ms2/HZ；M±SD，n=24）

附图 月经周期不同阶段静息、心算任务的心率变化（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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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任务为自变量， 各生

理指标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两因素 3（经前、经后、排

卵）×3（前 静 息，心 算，后 静 息）的 重 复 测 量 方 差 分

析，结果如下：在皮肤电反应上，任务主效应显著，F
(2，46)=14.485，P<0.001，η2

p=0.386。 事后比较发现心

算时的皮肤电反应显著大于前后静息时的皮肤电反

应，P<0.001，P<0.05，皮肤电反应在后静息也显著大

于前静息，P=0.001。 皮肤温度的各效应均不显著，P
值均大于 0.05。在心率上，任务主效应显著， F(2，46)
=8，P=0.001，η2

p=0.266。 事后比较发现心算时的心率

显著大于前后静息时的心率，P 值均小于 0.01。 任务

和 月 经 周 期 不 同 阶 段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 (4，92)=
4.025，P<0.01，η2

p=0.149。 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在经后和排卵期，心算时的心率显著大于前后静

息 时 的 心 率 ，F(4，92)=5.46，P<0.01；F(4，92)=21.54，
P<0.001。 心率在三个阶段的变化如附图所示。

从心率数据中导出心率变异性各频率值， 并进

行频域分析（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根据全国

心率变异性分析中心[19]心率变异性频域的划分范围，
选 取 低 频 成 分（LF：0.04-0.15HZ）和 高 频 成 分（HF：
0.15-0.40HZ）。 以月经 周期的不同 阶 段 和 任 务 为

自变量，以心率变异性的低频成分、高频成分和低频

高频比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两因素 3（经前、经后、排

卵）×3（前 静 息，心 算，后 静 息）的 重 复 测 量 方 差 分

析，结果发现，高频成分（HF）和低频高频比（LF/HF）
各效应均不显著，P 值均大于 0.05。 仅在低频成分

（LF）上 发 现 ，任 务 主 效 应 显 著 ，F(2，46)=4.457，P=
0.017，η2

p=0.162， 事后比较发现低频成分在前后静

息状态均显著大于心算状态，P<0.01；P<0.05。 交互

作用不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在月经周期连续不同的阶段 （排卵

期、经前和经后）对周期规律的女大学生进行静息、
心算任务的测试，主要发现心率的变化比较显著，排

卵期的心率显著大于经前和经后的心率。然而，更重

要的是， 本研究发现经前期的心算心率和静息心率

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排卵期和经后期心算心率和静

息心率之间差异显著。 Ossewaarde 等[20]采用厌恶电

影诱发应激状态发现， 在晚黄体期的心率增加量比

晚卵泡期的增加量大，t 检验的 P 值等于 0.05，边缘

显著， 他们认为黄体期的应激反应更大。 研究结果

的差异是否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应激诱发手段还需

要进一步的探讨。 应激会导致较高的心率在研究中

已被证实[21]。 对于本研究的解释，笔者推测是否存在

一个应激临界值， 个体的身心在经前已经处于较高

的应激反应状态， 静息时对外界的应激反应已经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即使这时有应激刺激出现，应激状

态的变化也不会非常明显。相反，个体的身心在经后

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进行心算任务时，机体产

生应激反应，从而导致了较高的心率。而排卵期较高

的心率与 Leicht 等 [22]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记录了

月经期、排卵期和黄体期被试仰卧时的心率，仅发现

了排卵期显著增大的心率。 促卵泡激素和促黄体生

成激素在排卵日都达到峰值， 雌激素也达到第一个

较高的峰值。因此，排卵期的高心率可能和高的激素

水平有关，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心率变异性的分析上， 仅发现静息状态的低

频成分显著大于心算状态。 而低频成分受副交感神

经和交感神经共同调制， 但主要反映交感神经的活

动性。但在皮肤电反应上，心算状态的皮肤电反应显

著大于静息状态， 再次验证了皮肤电反应可以有效

地反映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的变化， 反过来也证明

心算任务确实诱发了被试的紧张状态。 那么皮肤电

反应和低频成分之间结果的不一致， 是否说明在心

算任务中低频成分实际上更多受到副交感神经的调

制。 对结果造成混淆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低频成分的

划分造成的。在狗身上做的实验表明，心功率谱的低

频段（低于 0.1 赫兹）的波动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神经系统所调节的，主要由交感神经调节[23]。 在 Sato
等[17]的研究中低频成分是 0.03 赫兹到 0.15 赫兹。 而

本研究中选取的低频成分是 0.04 赫兹到 0.15 赫兹，
包含了 0.1 赫兹到 0.15 赫兹的成分。 目前还没有确

凿的证据证明这个频段的成分是否也主要受交感神

经的调节。因此，心率变异性低频成分需要做更细化

的研究。 本研究没有发现心率变异性的各个频谱成

分在不同阶段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和诱发应激的任

务类型有关。首先任务要足以诱发较高的应激状态，
比如心理挑战任务。 其次是实验室的应激诱发和日

常生活中的应激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日夜轮班工作

护士的研究发现， 心率变异性的高频成分在卵泡期

比在黄体期更低。 然而在夜班或白班工作后的睡眠

阶段，低频和低频高频比在卵泡期比黄体期更高。日

夜轮班的工作使得护士表现出卵泡期比黄体期副交

感神经活动的减弱和交感神经活动的增强， 从而增

加了她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4]。 因此后续研究采

用现实生活中的应激刺激来探讨心率变异性的变化

应该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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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上没有发现月经

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异。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筛选

的被试情绪状态比较稳定， 不像经前期综合征或其

它精神类病人的情绪状态受月经周期影响显著。 另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月经周期的情绪变化效应相对较

弱，很容易被生活事件带来的影响所淹没。因此即使

有差异，也很难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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