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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失眠人群心理特征
及失眠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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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冠肺炎疫情下失眠人群的心理特征及失眠的相关因素，为改善失眠人群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于 2020 年 1 月-3 月对某市居民进行测评，AIS 评分>6 分者为失眠组（n=216），AIS 评分<4 分

者为非失眠组（n=105），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两组居民进行评定，
并收集其社会人口学资料。结果

失眠组 SCL-90 的

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及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非失眠组（Z=2. 035~2. 323，P 均<0. 05）。Spearman 相关分析显

示，失眠组 AIS 总评分与 SCL-90 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r=0. 153、0. 140、0. 159，P 均<0. 05）。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失眠人群存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及精神病性等心理问题，其失眠的严重程度与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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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residents suffered insomnia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20，residents of a certain city were evaluated using Athens Insomnia Scale（AIS），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results，namely，insomnia group（n=216，AIS score > 6）and non-insomnia group（n=105，AIS score <4）.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all selected individuals was assessed by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and social demographic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hostility，terror and psychoticism factors in SCL-90

were higher in insomnia group than those in non-insomnia group（Z=2. 035~2. 323，P<0. 05）. Within insomnia group，the total score
of AI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behaviour，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paranoid ideation in
SCL-90 （r=0. 153，0. 140，0. 159，P<0. 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insomnia residents suffer fro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somatizat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hostility，terror and psychoticism，and the severity of insomn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obsessive-compulsive behaviour，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paranoid ideation.
【Keywords】 COVID-19；Insomnia；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Related factors

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发是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的传播使得居民生命安全受到
［1-2］

威胁，导致居民各种心理问题频发

。研究表明，

疫情发展过程中出现睡眠问题，55. 5% 的居民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增强，9. 7% 的居民认为人与人

之间缺乏信任［4-5］。同时，过度的媒体暴露可能进一

疫情期间尤其是在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居民产生了

步加重疫情对居民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6］。目前，

恐慌、焦虑、无助等情绪反应，普通居民焦虑发生率

新冠肺炎疫情下普通居民失眠及心理健康问题检

为 19. 2%，抑郁发生率为 21. 7%［3］。24. 3% 的居民在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桂卫医发〔2018〕6 号）

出率高［7-10］。失眠可引发躯体及心理问题［11］，同时，
心理健康状况在失眠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
作用［12］。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下失眠人群较正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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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能更易出现心理问题。目前，针对失眠人群的
心理特征及失眠相关因素的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
比较某市居民中失眠人群和非失眠人群的心理特
征，并分析失眠人群心理特征与失眠的相关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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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构

成比（%）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资料以 M（Q1~Q3）表

改善失眠者的睡眠状况、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采用

1

评分的相关性。检验水准 α=0. 05。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0 年 1 月-3 月选取某市居民中的失眠人群

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13］评分>6 分；②无智能障碍，能

理解调查问卷内容。排除标准：①患有精神类疾

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
酒精及精神活性物质依赖者，有精神科药物治疗
史；②目前患有严重的躯体疾病。符合入组标准且
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216 人，为失眠组。同期纳入非

失眠人群为对照组。入组标准：①AIS 评分<4 分；

Spearman 相关分析探讨失眠居民 AIS 评分与 SCL-90

2

2. 1

结

果

一般资料
216 名失眠者中，
男性 37 人（17. 1%），
女性 179 人

（82. 9%）；年龄：<18 岁 25 人（11. 6%），18~25 岁 100
人（46. 3%），26~30 岁 47 人（21. 8%），31~40 岁 31 人

（14. 4%），41~50 岁 10 人（4. 6%），>51 岁 3 人

（1. 3%）；受教育程度：小学 3 人（1. 4%），中学或中
专 60 人（27. 8%），大专或本科 143 人（66. 2%），本科
以上 10 人（4. 6%）。

105 名 非 失 眠 者 中 ，男 性 28 人（26. 7%），女 性

②无智能障碍，能理解调查问卷内容。排除标准：

77 人（73. 3%）；年龄：<18 岁 4 人（3. 8%），18~25 岁

症、双相情感障碍、酒精及精神活性物质依赖者，有

33 人（31. 4%），41~50 岁 5 人（4. 8%），>60 岁 1 人

①患有精神类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

精神科药物治疗史；②目前患有严重的躯体疾病。
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105 人。所有调
查对象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入组人员的年龄、性别、

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资料。

采 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Symptom Checklist-90，

［14］
SCL-90）
评定入组人员的心理特征，SCL-90 共 90

个条目，反映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共 10
个方面的心理症状。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1 分=

从无，
2 分=轻度，
3 分=中度，
4 分=相当重，
5 分=严重，
总评分范围 90~450 分，评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
况 越 差 。 本 研 究 中 ，SCL-90 总 量 表 及 各 分 量 表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 91。
1. 3

调查方法

33 人（31. 4%），26~30 岁 29 人（27. 6%），31~40 岁
（1. 0%）；受教育程度：中专或中学 10 人（9. 5%），大
专或本科 87 人（82. 9%），本科以上 8 人（7. 6%）。
2. 2

两组 SCL-90 评分比较

失 眠 组 SCL-90 中 躯 体 化 、人 际 关 系 敏 感 、敌

对、恐怖、精神病性及其他因子评分均高于非失眠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5）。见表 1。
2. 3

失眠组 AIS 评分与 SCL-90 评分相关性

Spearman 相 关 分 析 显 示 ，失 眠 组 AIS 评 分 与

SCL-90 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因子评

分均呈正相关（r=0. 153、0. 140、0. 159，P 均<0. 05）。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 SCL-90 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市

居民中的失眠人群和非失眠人群进行调查，结果表

明，失眠组 SCL-90 的躯体化因子评分高于非失眠
组。有研究显示，因疫情扩散，居民有可能出现一系

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前采用统

列躯体化症状，如头晕、身体乏力、呼吸不畅、肌肉

一指导语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对问卷作

紧张及自我感觉发热等［15］。失眠人群的躯体化症

答内容保密。获得知情同意后，要求入组居民根据

状 较 正 常 人 群 严 重 ，他 们 通 常 过 分 关 注 躯 体 不

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提交。同

适［16］，躯体化症状又加重其负性情绪，使其更关注

一 IP 地址只能作答一次，
并将 SCL-90 答题总时长不
足 150 s 的答卷视为无效问卷。
412

身体的各种不适，导致睡眠障碍，形成恶性循环［17］。
此外，失眠组 SCL-90 的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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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

别

失眠组（n=216）
非失眠组（n=105）

躯体化
1. 33（1. 08~2. 16）
1. 17（1. 00~1. 75）
2. 161

Z

0. 031

P
组

别

失眠组（n=216）
非失眠组（n=105）
Z

敌对
1. 50（1. 17~2. 67）
1. 33（1. 00~2. 17）

P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2. 226
0. 026

失眠组与非失眠组 SCL-90 评分［M（Q1~Q3）］
强迫症状

2. 05（1. 20~3. 00）
1. 50（1. 10~2. 50）
1. 919
0. 055
恐怖
1. 42（1. 00~2. 29）
1. 29（1. 00~1. 71）
2. 035
0. 042

及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非失眠组，可能是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正常交往的场景被打
破，加之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疑似病例的不断增
加，使居民社交安全感下降，进而出现对人际关系
敏感、不愿与人交往，并通过与他人保持距离，让自
己免于被传染。即使与人交往，也因疫情的影响出
现戒备心强、敌对、敏感等情况。

本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下失眠人群 AIS 评

分与 SCL-90 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因子
评分呈正相关。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居民外出减
少，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被打乱，面对疫情的不确定
性，容易出现强迫性的思维及行为，如反复查看疫情
的进展、检索相关消息，不断涌入的疫情相关信息
使居民过度警觉，形成睡前侵入性思维，影响睡眠
质量。居民居家隔离、与外界接触减少，往往感到自
己的人际交往受到限制，人际关系受到影响［15］。因
担 心 互 相 传 染 ，人 与 人 之 间 缺 乏 信 赖 、戒 备 心 增
强［4］，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过度防范他人等情况，可
能因他人的疏远而出现猜忌、抱怨，
进而影响睡眠。
本研究的局限性：为横断面调查，且仅在某一
市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方式为网络问卷调查，部
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因无法完成问卷调查
而未被纳入本研究；疫情期间样本获取方式有限，
采用方便抽样代替随机抽样，取样代表性上还有待
提高，结果解释和推广也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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