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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现状及其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为青海省等高海拔、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失

眠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对青海省三所高校的 12 193 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简版（CBF-PI-15）评估大学生的失眠情况和
人格特征。结果

大学生 ISI 总评分为（6. 77±4. 43）分，检出 4 706 人（38. 6%）存在失眠。回族、蒙古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及失

眠检出率均高于汉族大学生（P<0. 0024 或 0. 0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BF-PI-15 的神经质评分与各民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

均 呈 正 相 关（r=0. 330~0. 463，P 均<0. 01），而外向性评分与各民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 280~-0. 183，P 均<
0. 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进入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的回归方程（β=0. 294~0. 464，P 均<0. 01），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
进入汉族、藏族等部分民族大学生失眠的回归方程（β=-0. 129~-0. 052，P 均<0. 01）。结论

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状况存

在差异，回族和蒙古族大学生失眠检出率偏高。神经质为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的危险因素，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是部分民族
大学生失眠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 失眠；人格；民族；大学生；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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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omni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rsona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Qinghai，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somn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altitude and multiracial areas such as Qinghai. Methods

Based on a professional platform named 'Wenjuanxing'，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2 193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Qinghai.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omnia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ected college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and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15（CBF-PI-15）. Results

The ISI total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was（6. 77±4. 43），

and 4 706（38. 6%）of them suffered insomnia. Compared with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college students of Hui or Mongolian

nationality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ISI total score and prevalence of insomnia （P<0. 0024 or 0. 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euroticism score in CBF-PI-15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SI total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all nationalities（r=
0. 330~0. 463，P<0. 01），while the extroversion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SI total score of these nationalities（r=0. 280~ -0. 183，P<0. 01）.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neuroticism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insomn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all nationalities（β =0. 294~0. 464，P<0. 01），while conscientiousness，agreeableness，and extraversion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insomn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some nationalities such as Han and Tibetan（β=-0. 129~-0. 052，
P<0. 01）.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omnia var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Qinghai，an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insomnia among Hui and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is high. Neuroticism is a risk factor for insomn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all nationalities，while conscientiousness，agreeableness，and extraversion are protective factors among students of some
nationalities.

【Keywords】 Insomnia；Personality；Nationality；College students；Qinghai

近年来，大学生的睡眠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1］

关注 。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睡眠紊乱的总体检

出 率 为 25. 7%，存 在 失 眠 症 状 的 学 生 占 23. 6% 。
［2］

同时，不同海拔地区、不同民族的大学生睡眠状况

存在差异，高海拔地区学生睡眠质量较平原地区学
［3-5］

生差，少数民族学生睡眠质量较汉族学生差

。青

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3 000 米以上，且为多
民族聚居地区，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人

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7. 7%［6］。然而既往仅有一项针
对青海省大学生睡眠质量的研究［5］，且样本量偏小

（n=491），缺乏针对青海省不同民族大学生睡眠状
况的大规模调查及比较。此外，大学生正处于人格
完善的关键时期。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也与睡眠质
量密切相关［7］，大五人格中神经质与睡眠质量呈负
相关［8-11］，而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与睡眠
质量的关系不一致［8-9，12-13］。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大
五人格与失眠关系的研究较少［11］。明确不同人格
特征对失眠的影响，有助于对存在失眠困扰的大学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以促进其身心健康和学业
进步。本研究对青海省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失眠现
状及其与人格特征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为青海省
等高海拔、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失眠问题的改善提供

民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
①就读于上述三所大学的本科在校学生；②微信用

户；③自愿参加本次调查。排除标准：就读于上述

三所大学位于青海省外的校区。符合入组标准且

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13 075 人。所有参与者对本研

究均知情同意，本研究获得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大学生的性别、

年龄、年级、民族等资料。

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评定大学生过去 2 周的失眠严重程度。
ISI 共 7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0 分=无，1 分=轻度，
2 分=中度，
3 分=重度，
4 分=极重度），
总评分 0~28 分，
总评分越高表示失眠程度越严重，总评分≥8 分为存

在失眠，8~14 分、15~21 分、22~28 分分别为轻、中、
重度失眠［14］。该量表中文版在我国青年人中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15］。

采 用 中 国 大 五 人 格 问 卷 极 简 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15，CBF-PI-15）测量大学

生人格特征。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基础上

参考。

进行改编，得到仅包含 15 个条目的 CBF-PI-15，包

1

度。采用李克特 6 级评分（1 分=完全不符合，2 分=

1.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于 2019 年 11 月选取青

海省三所本科高校（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含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 5 个维

大部分不符合，3 分=有点不符合，4 分=有点符合，
5 分=大部分符合，6 分=完全符合）。各维度评分范
围 3~18 分，评分越高表示该维度倾向越明显。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6］。

355

// www. psychjm. net. cn
http：

1. 3

四川精神卫生 2020 年第 33 卷第 4 期

［（20. 2±1. 5）岁］，其中<17 岁 54 人（0. 4%），17~24 岁

评定方法
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发放问卷。研究者将问

卷链接及调查说明通过三所高校的学生处、团委及
各学院负责人转发至各专业、各年级微信群，邀请
学生参加调查。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告知参与者
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注意事项。若参与者同意调查，
点击“同意”后进入答题页面，若不同意，点击“不同
意”则退出调查；参与者也可在作答过程中随时退
出调查。同一台电子设备只能作答 1 次，需完成所

有题目后才能提交问卷。测评在学生课余时间完
成，耗时约 10~20 min。
1. 4

12 055 人（98. 9%），
>24 岁 84 人（0. 7%）；
男生 4 115 人

（33. 7%），女生 8 078 人（66. 3%）；就读学校：青海大

学 5 209 人（42. 7%），
青海师范大学 2 493 人（20. 5%），
青海民族大学 4 491 人（36. 8%）；年级：大一 5 712 人

（46. 9%），大 二 3 553 人（29. 1%），大 三 1 988 人

（16. 3%），大四 899 人（7. 4%），大五 41 人（0. 3%）；
民 族 ：汉 族 6 263 人（51. 4%），藏 族 2 870 人

（23. 5%），回 族 1 731 人（14. 2%），土 族 679 人
（5. 6%），蒙 古 族 322 人（2. 6%），撒 拉 族 108 人
（0. 9%），其他民族 220 人（1. 8%）。
2. 2

统计方法
采 用 SPSS 26. 0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计 量 资 料 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均数比较，
用 Dunnett-t 法进行事后检验，以汉族为对照，校正

后 P<0. 05/［7×（7-1）/2］=0. 002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现状比较
大学生 ISI 总评分为（6. 77±4. 43）分，检出存在

失眠者共 4 706 人（38. 6%），其中轻度失眠 4 011 人

（32. 9%），中度失眠 635 人（5. 2%），重度失眠 60 人

（0. 5%）。不同性别的大学生 ISI 总评分（t=-0. 487，

义；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率的

P=0. 626）及失眠检出率（χ 2=0. 908，P=0. 341）差异

关进行线性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逐步法，

（F=14. 099，P<0. 01）及 失 眠 检 出 率（χ 2=51. 388，P

比较，用 Bonferroni 法进行事后检验；采用 Pearson 相

同时用 Enter 法控制性别、年龄，分析大五人格各维
度对失眠的影响。除方差分析的 Dunnett-t 事后检

验外，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方差分析

的 Dunnett-t 事后检验中，P<0. 05/n（n 为两两比较次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不 同 民 族 的 大 学 生 ISI 总 评 分
<0. 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事后检验显示，藏族、土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与

汉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J=-0. 059~0. 211，
P 均>0. 05），
而回族、蒙古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高于

数）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汉 族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I-J=0. 887~0. 942，

2

无统计学意义（P=0. 055）。藏族、土族失眠检出率

结

2. 1

P<0. 0024），撒拉族 ISI 总评分亦高于汉族，但差异

果

与汉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而回

一般情况

族、蒙古族失眠检出率均高于汉族且有统计学意

共回收问卷 13 075 份，其中有效问卷 12 193 份，

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为 93. 3%。 大 学 生 年 龄 15~29 岁
别

ISI 总评分

男性（n=4115）

6. 74±4. 59

组
性别

女性（n=8078）
民族
汉族（n=6263）
藏族（n=2870）
回族（n=1731）
土族（n=679）
蒙古族（n=322）
撒拉族（n=108）
其他民族（n=220）

表1

I-J

t/F

0. 626

14. 099

<0. 010

3142（38. 9）

P2

0. 908

0. 341

51. 388

<0. 010

0. 887

<0. 0024a

774（44. 7）

回族>汉族

0. 942

<0. 0024

147（45. 7）

蒙古族>汉族

0. 211

7. 55±5. 04

1564（38. 0）

χ2

2311（36. 9）

6. 80±4. 20
7. 70±5. 07

失眠例数（%）

-

-0. 059

7. 53±4. 90

P1

-0. 487

-

6. 53±4. 36
7. 48±4. 5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现状比较

6. 78±4. 34
6. 59±4. 36

义（P 均<0. 05），撒拉族失眠检出率亦高于汉族，但

0. 992
0. 797

1. 112
0. 958

1057（36. 8）
270（39. 8）

a

0. 055
0. 009

50（46. 3）
97（44. 1）

注：IS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t/F、P1，各组 ISI 总评分比较；χ 、P2，各组失眠检出率比较；ISI 总评分与汉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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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表3

相关分析
在全体受访大学生中，年龄与 ISI 总评分呈正相

关（r=0. 073，P<0. 01）；CBF-PI-15 的神经质评分与

青海各民族大学生大五人格各维度与失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ISI

影响

总评分

因素

样本

神经质

ISI 总评分呈正相关（r=0. 343，P<0. 01），严谨性、宜

B

SE

0. 408 0. 012

β

t

P

R2

0. 315

35. 035 <0. 01 0. 125

外向性 -0. 087 0. 012 -0. 067

-7. 320 <0. 01 0. 142

0. 043 0. 013

3. 339 <0. 01 0. 144

宜人性 -0. 135 0. 013 -0. 097 -10. 397 <0. 01 0. 138

人性、开放性、外向性评分与 ISI 总评分均呈负相关

（r=-0. 186~-0. 045，P 均<0. 01）。

严谨性 -0. 079 0. 016 -0. 049

从不同民族来看，CBF-PI-15 神经质评分与各

开放性

民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330~0. 463，

汉族

P 均<0. 01），而外向性评分与各民族大学生 ISI 总评

神经质

0. 372 0. 016

0. 031
0. 294

性评分与汉族、
藏族、
回族、
土族、
蒙古族大学生 ISI 总

-8. 220 <0. 01 0. 131

严谨性 -0. 082 0. 021 -0. 052

-3. 889 <0. 01 0. 136

开放性

评分呈负相关（r=-0. 161~-0. 116，P<0. 05 或 0. 01）；

藏族

23. 287 <0. 01 0. 116

宜人性 -0. 146 0. 018 -0. 106
外向性 -0. 080 0. 016 -0. 064

分均呈负相关（r=-0. 280~-0. 183，P 均<0. 01）；宜人

-5. 110 <0. 01 0. 143

神经质

0. 040 0. 017
0. 429 0. 025

0. 031
0. 324

-4. 962 <0. 01 0. 135
2. 355 0. 019 0. 137

17. 504 <0. 01 0. 122

严谨性评分与汉族、
藏族、
土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呈负

严谨性 -0. 140 0. 033 -0. 086

-4. 230 <0. 01 0. 133

汉族大学生 ISI 总评分呈负相关（r=-0. 054，
P<0. 01）。

宜人性 -0. 107 0. 028 -0. 076

-3. 877 <0. 01 0. 141

外向性 -0. 098 0. 026 -0. 071

相关（r=-0. 112~-0. 099，P 均<0. 01）；开放性评分与

开放性

见表 2。
表2

回族

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 CBF-PI-15 评分与 ISI 评分的相关性（r）

ISI 总评分
样本
汉族
藏族
回族
土族
蒙古族
撒拉族

CBF-PI-15 评分

神经质

严谨性

宜人性

开放性

外向性

0. 343a

-0. 092a

-0. 143a

-0. 045a

-0. 186a

0. 330a
0. 343a

-0. 099a
-0. 100a

0. 363a

-0. 028

0. 415

-0. 063

0. 355a
a

0. 463a

-0. 112a

-0. 184

-0. 161a

-0. 054a

-0. 116a

-0. 020

-0. 141a

-0. 073

-0. 133a
-0. 129

b

0. 032

-0. 017
-0. 103
-0. 097

-0. 184a
-0. 183a
-0. 214a
-0. 188a
-0. 193a
-0. 280a

注：IS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CBF-PI-15，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
简版；aP<0.01，bP<0.05

2. 4

大五人格各维度对失眠的影响
以 ISI 总评分为因变量，大五人格各维度评分为

自变量，并控制性别、年龄，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在全体受访大学生中，回归方程为：ISI
总 评 分 =2. 638-0. 184× 性 别 +0. 177× 年 龄 +0. 118×
民 族 +0. 408× 神 经 质 -0. 135× 宜 人 性 -0. 087× 外 向

性 -0. 079× 严 谨 性 +0. 043× 开 放 性 。 从 不 同 民 族

来看，神经质进入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的回归方程
（β=0. 294~0. 464，
P<0. 01）；
宜人性进入汉族、
藏族、
回

族、土族大学生失眠的回归方程（β=-0. 129~-0. 076，
P<0. 01）；外向性进入汉族、藏族、回族大学生失眠
的回归方程（β=-0. 071~-0. 064，P<0. 01）；严谨性进

入汉族、藏族大学生失眠的回归方程（β=-0. 086~
-0. 052，P<0. 01）；开放性进入汉族、藏族大学生失
眠的回归方程（β=0. 031~0. 043，P<0. 05）。见表 3。

土族

神经质

0. 043
0. 330

2. 233 0. 026 0. 143

13. 521 <0. 01 0. 137

-4. 846 <0. 01 0. 151

0. 429 0. 044

0. 356

9. 852 <0. 01 0. 130

0. 618 0. 074

0. 426

外向性 -0. 086 0. 031 -0. 067
神经质

-2. 738 <0. 01 0. 154

宜人性 -0. 175 0. 048 -0. 129

-3. 620 <0. 01 0. 147

0. 649 0. 122

5. 308 <0. 01 0. 218

撒拉族 神经质

讨

0. 434 0. 032

宜人性 -0. 156 0. 032 -0. 109

蒙古族 神经质

3

0. 062 0. 028

-3. 790 <0. 01 0. 138

0. 464

8. 336 <0. 01 0. 184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检

出率为 38. 6%，高于其他地区的大学生［15，17］。青海

省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有研究显示，个体处于
高海拔地区时，睡眠质量下降［18-19］。这可能由于高
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可引起睡眠时周期性呼吸，导
致频繁觉醒［20］，缺氧还可能反射性激活清醒系统而
引发失眠［19］。
本研究中，藏族、土族大学生失眠检出率与汉
族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回族、蒙古族大学生
失眠检出率较汉族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撒拉族
大学生失眠检出率亦较高，但与汉族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考虑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这与既往
针对藏族、回族大学生睡眠质量调查的研究结果一
致［4，21］，与 针 对 蒙 古 族 大 学 生 的 研 究 结 果 不 同［22］。
首先，汉族、藏族为青海省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藏
族具有在高原环境和气候适应方面的先天优势；土
族长期与汉族、藏族杂居，文化风俗、饮食起居受汉
族 和 藏 族 影 响 较 大 ，且 信 仰 藏 传 佛 教 ，与 藏 族 一
致［23］；这些因素可能使汉族、藏族、土族大学生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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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对较低且差异不大。其次，回族、撒拉族均信

族、藏族、回族大学生失眠的保护因素，与以往研究

奉伊斯兰教，每日黎明前及晚间须做礼拜，尤其在

结果一致［7-8，13］。陶塑等［30］研究表明，外向性与人际

斋月期间，一日仅有的两餐须安排在黎明前及日落

关系适应及自我控制呈正相关。由于人际关系困

后，这可能影响了夜间睡眠时长；为此常需在中午

扰与睡眠质量差呈正相关［31］，而高外向性的学生更

补眠，但反而易引起夜间睡眠压力不足而导致失

易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有更好的睡眠质量。

眠。此外，蒙古族多为民族内部聚居，多数不与汉

同时，高外向性的学生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作

族通婚，文化和生活习惯与汉族存在差异；加之主

息规律，不良生活习惯较少［30］，故失眠较少。

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海西和黄南部分地区，大学

相关分析显示，开放性与汉族学生失眠呈负相

生入学后可能还面临城市生活的适应问题，因而易

关，但在回归分析中，开放性为汉族、藏族学生失眠

引发焦虑及失眠。而本研究结果与既往针对蒙古

的保护因素，且在各维度中影响最小；同时与其他

族的研究结果不同［22］，考虑可能与调查地域、样本

民族大学生失眠无明显相关。因此，开放性可能对

量及研究工具不同有关。再次，各民族独特的文化

大 学 生 失 眠 的 影 响 不 明 显 ，与 既 往 研 究 结 果 一

和风俗习惯对不同民族大学生而言可能存在较大

致［7-8，10，13］。开放性强的个体倾向于探索外界新奇事

的适应性挑战，尤其对于人数较少的蒙古族、撒拉

物 ，可 缓 解 学 习 压 力 等 引 发 的 焦 虑 情 绪 ，减 少 失

族学生，在语言沟通、文化认同及宗教信仰等方面

眠［25］；但对新鲜和刺激的探寻亦可能升高唤醒水

［24］

易产生适应不良

，进而导致失眠。

本研究显示，神经质为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的危
险因素，且在大五人格各维度中影响最大，与既往

平，增加失眠。因此，开放性对失眠的正向和负向
影响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影响不明显。
本研究是针对高海拔地区大学生睡眠状况的

研究结果一致［8-10，25］。高度的神经质与压力敏感性

大规模调查，并首次将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大

相关，后者是失眠的易感因素［26］。同时高神经质个

学生纳入调查范围。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体对消极刺激比较敏感，这种高敏感性与过度觉醒
相关，故易产生应激性失眠［27］。此外，有研究显示
高神经质与过长或过短的睡眠相关［13］，考虑高神经

①为横断面调查，无法获知失眠变化情况；②采用

方便抽样而非随机抽样，影响了结果的可推广性；
③未考虑失眠是否为其他病理性原因所致；④仅采

一部分可能为弥补较差的睡眠质量而延长在床时

用主观问卷调查失眠；⑤未对青海五大世居少数民

间，但反而易引发睡眠压力不足而增加失眠［13］。

其余大五人格维度与失眠的相关系数较小，且各民

质个体可能一部分存在失眠导致睡眠时间较短，另

严谨性与汉族、藏族、土族大学生失眠呈负相
关，是汉族、藏族大学生失眠的保护因素，与既往研
究结果一致［12-13］。高严谨性个体易保持更好的睡眠
卫生习惯，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多以良好的应对技巧
处理问题［28］，故可减少失眠。然而，严谨性与回族、
蒙古族、撒拉族大学生失眠无明显相关。这可能由
于回族、撒拉族民众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义，严谨
性特质可能相对普遍，故对失眠的区分效应可能减
弱；同时也可能与蒙古族、撒拉族样本量偏小有关。
除撒拉族外，宜人性与各民族大学生失眠呈负
相关，为汉族、藏族、回族、土族大学生失眠的保护
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不同［7-8，12］，可能与调查对象
和研究工具不同有关。高宜人性个体易获得良好
［7，13］

的社会支持

，对压力事件的认知评价可降低压

力的伤害，或拥有更多积极应对策略［29］，从而减少
压力性失眠。然而，宜人性与撒拉族大学生失眠无
明显相关，不排除与该民族样本量较小有关。
外向性与各民族大学生失眠均呈负相关，为汉
358

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探讨；⑥除神经质外，
族失眠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亦较小，故实际意义可
能受限。
综上所述，青海省各民族大学生失眠状况存在
差异，且大五人格各维度对大学生失眠存在不同影
响。应积极培养、塑造大学生良好的人格，加强睡
眠卫生教育，并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减少失眠，从
而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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