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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一月时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调查

欧阳晖 、 赵　彬 、 毕银花 、 蔡占魁 、 丁松柏 、 阎同军

【摘要】 目的　探讨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一月时的睡眠质量状况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方法　采

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某水面舰艇部队官兵 136 名，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和健

康状况简表 SF-36（SF-36）进行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调查。结果　水面舰艇官兵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56.25％；睡眠障碍组的 SF-36 总分、生理健康总评、心理健康总评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睡眠正常组

（t = -4.84～-2.08，P< 0.05）。Pearson 分析结果显示：服用催眠药物与精神健康维度正相关外，睡眠

质量各因子与生活质量多数维度间呈负相关（P< 0.05）。结论　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一月时睡眠

质量差者生活质量亦较差，因此需对新兵的睡眠质量加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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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in Navy serviceman during one month of 
ocean training　　OU Yanghui，ZHAO Bin，BI Yinhua，et al. The 904 Hospital of PLA，The PLA Mental Health 
Center，Changzhou 213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in Navy 

serviceman during one month of ocean training. Methods　136 naval 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sailor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investigated by Pittsburgh Sleep Qual-

ity index（PSQI）and the medical outcome study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 Results　The rate of poor sleep 

quality in naval 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sailors during one month of ocean training was 56.25％；the scores of SF-

36in officers and sailors with poor sleep qu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officers and sailors with normal 

sleep group（t = -4.84~-2.08，P<0.05）；The score of taking hypnotic drug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mental 

health，the scores of PSQI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total score of SF-36 and other dimensions（P<0.05）. 
Conclusion　The sleep quality of naval 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sailors during one month of ocean training are poor，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eople with poor sleep quality are usually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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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对稳定情绪、恢复精力、平衡心态等极为

重要［1］，是衡量人体健康水平的一项基本指标［2］。生

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是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

系中的个体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

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3］。国外研究表明［4］，

睡眠障碍可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影响部队战斗力。

目前国内有关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期间睡眠质量

及生活质量状况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水面

舰艇官兵远洋训练期间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并进一步了解睡眠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 年 12 月，课题组伴随保障某水面舰艇部

队进行远洋训练，在训练 1 个月时随机整群抽样

136 名受试，均为男性。所有受试入组前由本人签

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解放军第 904 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许可。共发放调查问卷 136 份，剔除无

效答题问卷 8 份，收回有效问卷 128 份（94.1％）。

［基金项目］原南京军区面上课题（编号：14MA104）。

［作者工作单位］解放军第 904 医院，全军精神医学中心（常州，213003）。

［第一作者简介］欧阳晖（1980.10-），男，江西都昌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军事心理学。

［通讯作者］赵彬（Email：zhaobin102@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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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19~41）岁，平均 26.42±5.02 岁；文化程度：

高中人 39（30.47％），大学及以上人 89（69.53％）；

入伍前居住地：城市 43 人（33.59％），县镇 27 人

（21.09％），农村 58 人（45.31％）；独生子女 69 人

（53.90％），非独生子女 59（46.09％）。

1.2　调查表

1 .2 .1　睡眠质量调查表　采用具有较好信度

和效度［5］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6］量表对睡眠行为、习惯和睡眠

质量进行测量。PSQI 量表由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

评条目构成，18 个自评条目参与计分组成 7 个因子

分，分别是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潜伏时间、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干扰因素、服用催眠药物、白

天功能障碍。每个成分按 0~3 分计分，累积各成分

得分为 PSQI 量表总分，总分范围 0~21 分，得分越

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PSQI 总分 >7 提示存在睡眠

障碍，单项得分 >1 表示该项存在问题。

1.2.2　生活质量调查表　生活质量状况以 WHO

推荐的健康状况简表 SF-36（the medieal outcome 

study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中文版的标

准版［7］作为调查工具。共 9 个维度，36 个条目，每

个条目为 1 个提问。前 8 个维度为量表的主体，测

量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 ioning，PF）、生理职能

（role limitations due to physical health，RP）、躯体

疼痛（bodily pain，BP）、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GH）、精力（vitality，VT）、社会功能

（social functioning，SF）、情感职能（role lim itat ions 

due to emotional problems，RE）、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MH），第 9 个维度为健康变化，反映过去１

年内的健康改变，不参与评分。前 4 个维度为生理

健康总评（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PCS），后 4
个维度为心理健康总评（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计分时，各维度条目分数相加得到原始分，

依据公式再转换为标准分，分值范围为 0~100，分值

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1.3　质量控制

以团体方式进行测评，所有问卷一起发放，均

为自评量表。要求调查对象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

按指导语要求完成整个问卷，全部问卷当场答完收

回。在实施调查之前，由心理学专家做现场动员，

以增加调查对象合作程度，保证问卷填写的有效性。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数

据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2 组间均数的比

较采用两样本 t 检验；2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状况

本研究中水面舰艇官兵 PSQI 平均得分为 8.57±

3.79，睡眠障碍总人数为 72 例（72/128，56.25％），

高 于 陶 颖［8］对 某 部 海 勤 官 兵 的 调 查 （66 /488，

13.6％），差异有显著性（χ2=106.48，P<0.01）。

2.2　不同 PSQI 得分等级者生活质量各个维度

得分的比较

以 PSQI>7 作为睡眠障碍的判断标准，将 128 例

受试分为两组，不同睡眠质量的人群，除 RE、MH

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在生活质量的其

他各个维度得分及躯体健康总评、心理健康总评、

SF-36 总分睡眠障碍组得分均低于非睡眠障碍组，

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 1。
表1　不同睡眠质量组生活质量各个维度得分的比较（x±s）

项目 PSQI＞7（n=72） PSQI≤7（n=56） t值 P值

生理功能 84.38±21.48 94.64±6.93 -3.81 0.000

生理职能 67.01±38.64 84.82±27.25 -3.05 0.003

躯体疼痛 73.03±21.72 87.01±14.29 -4.38 0.000

总体健康 65.14± 15.13 70.36±12.54 -2.08 0.039

精力 59.79±16.79 67.77±19.30 -2.50 0.014

社会功能 76.91±18.49 86.16±15.93 -2.98 0.003

情感职能 71.76±44.29 82.14±33.01 -1.52 0.131

精神健康 69.11±32.97 76.43±76.43 -1.54 0.126

生理健康总评 72.39±17.54 84.21±9.70 -4.84 0.000

心理健康总评 69.39±21.02 78.13±15.97 -2.58 0.011

SF-36总分 70.89±17.26 81.17±11.28 -3.86 0.000

2.3　睡眠质量各因子与生活质量各维度间的相

关性

128 位受试生活质量各维度平均得分为：PF 

88.87±17.46、RP74.81±35.15、BP79.15±20.02、

GH67.42±14.24、VT63.28±18.30、SF80.96±17.95、

RE76.30±39.94、MH72.31±26.77、PCS77.56±

15.73 、MCS73.21±19.40 、SF-36 总分 75.38±15.74 

。除服用催眠药物与 MH 正相关外，睡眠质量各因

子与生活质量多数维度间呈负相关，即睡眠质量越

差（评分越高）其生活质量越低，见表 2。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4 期- 61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讨论

国外调查显示［9］，15％~30％的成人具有睡眠障

碍。本次研究发现：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期间睡眠

质量的 PSQI 得分为 8.57±3.79，其中有睡眠障碍的

72 人（56.25％），与王燕等［10］对驻戈壁军人的调查

结果（150/302，49.67％）相近，但却远高于陶颖［8］

（66/488，13.52％）对某部海勤官兵的调查，说明本

次远洋训练期间官兵的睡眠状况较差。

本研究还发现，睡眠质量越差，生活质量的各

个维度及总评得分越低，即生活质量越低；相反，睡

眠质量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生活质量是指个人处

于生存环境中，对生存的一种自我感受。它涉及人

们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所反映出与其生存目的、期望、

标准及其关注的关系［3］。研究发现［11］，睡眠质量往

往影响生活质量，而应激状态往往是造成睡眠质量

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水面舰艇官兵在远洋训练期间

的主要的不利因素有：①海况恶劣复杂，气候条件不

定；②生活环境单调封闭，官兵长期只能在狭窄的舱

室里作业，噪声、振动、高温、寒冷等的影响；③训

练条件艰苦、任务紧迫，值班执勤频繁；④身体不适

及头晕呕吐等。

本文对睡眠质量各因子与生活质量的相关分

析发现，除服用催眠药物与 MH 正相关外，睡眠

质量各因子与生活质量多数维度间呈负相关，而

日 间 功 能 障 碍 与 生 活 质 量 各 维 度 及 生 理 健 康 总

评、心理健康总评、SF-36 总评分相关程度最高

（r=-0.183~-0.403），这说明睡眠质量各因子中，日

间功能障碍与生活质量关系更为密切。日间功能障

碍是由于夜间睡眠不佳导致的，有研究发现［10］，在

恶劣环境下日间功能障碍可对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明显影响官兵的生理功能与心身健康 ［3］。国外

有研究发现［12］，服用佐匹克隆的睡眠障碍者与服用

安慰剂者相比，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高，

研究认为失眠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大，改善睡眠可

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同样发现是服用催眠药物与

MH 正相关，MH 测量四类精神健康项目，包括激励、

压抑、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7］，即短期

服用催药物有利于精神健康。处于睡眠障碍困惑的

人群有时对服用催眠药物持怀疑态度，担心药物成

瘾等其它不良反应，本研究提示，睡眠障碍者短期

服用催眠药物是有益的。

综上，水面舰艇官兵远洋训练时睡眠质量差，

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水平密切相关，睡眠质量差者，

生活质量也差。对于睡眠质量差者建议短期服用催

眠药物，并普及睡眠健康知识，加强心理疏导，减

轻精神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有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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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睡眠质量各因子与生活质量各维度间相关分析结果（r）

项目 PF RP BP GH VT SF RE MH PCS MCS SF-36总分

主观睡眠质量 -0.201* -0.209* -0.236** -0.211* -0.287** -0.264** -0.158 -0.203* -0.295** -0.280** -0.320**

入睡时间 -0.325** -0.269** -0.218* -0.171 -0.138 -0.363** -0.164 -0.114 -0.348** -0.240** -0.322**

睡眠时间 -0.093 -0.174* -0.317** -0.081 -0.189* -0.132 -0.106 0.007 -0.242** -0.128 -0.200*

睡眠效率 -0.157 -0.274** -0.144 0.052 -0.182* -0.188* -0.123 0.002 -0.231** -0.149 -0.207*

睡眠障碍 -0.218* -0.305** -0.246** -0.149 -0.140 -0.232** -0.041 -0.204* -0.343** -0.178* -0.281**

催眠药物 -0.027 -0.123 -0.200* -0.036 0.122 -0.221* -0.126 0.247** -0.148 -0.002 0.075

日间功能障碍 -0.279** -0.350** -0.204* -0.274** -0.350** -0.205* -0.183* -0.275** -0.400** -0.319** -0.396**

总分 -0.297** -0.387** -0.342** -0.181* -0.284** -0.354** -0.208* -0.125 -0.449** -0.299** -0.408**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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