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食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

量的影响 

Influence of Diet Structure on Sleep 

Quality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1 

摘要 

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拥有良好的睡眠是必不可少的。而

如今睡眠问题却是中国当代青少年几乎都面临着的重要健康问题。本文以饮食

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作为主要驱动问题，具体从饮食行为中

茶和咖啡的摄入频率，三餐规律性，夜宵频率三个部分研究其对青少年睡眠质

量的影响，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SQI）并结合饮食行为，自行编制北

京市初高中生饮食结构及睡眠质量调查表，对北京市 20多所初高中 171名初高

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饮食习惯与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从而找到改善青少

年睡眠质量的相关饮食结构方案，以此帮助改善研究小组关注的青少年健康睡

眠相关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及分析，研究发现茶和咖啡的摄入（女生摄入量普遍高于男

生），三餐规律性（女生三餐规律性更高的睡眠质量差，男生相反），和学习压

力，社交问题等其他因素，都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有影响。而夜宵频率

对于睡眠质量的影响不大，但更准确的分析结果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调查和分

析。 

关键词：初高中生，饮食习惯，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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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tting a good sleeping quality is essential for young people who are growing and 

developing. Currently, sleep problems are a vital health problem for almost all 

contemporary Chinese teenag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ssues are affecting sleep 

quality based on the dietary problems of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Specifically, in the effects of tea and coffee intake frequency, three meal rule, 

and midnight snack frequency on teenagers' sleep quality. Based on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die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 we investigated 171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20 schools in Beijing. To find 

relevant dietary schemes to improve students' sleep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team's social issues of concer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daily intake of tea 

and coffee (girls usually intake more than boys), the time for three meals in one 

day(in generally girls with more regular meals had worse sleep quality, boys is the 

opposite),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such as learning pressure and social problems all 

affected the sleep qua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The effect of night snack 

frequency on sleep quality is not significant, but more accurate analysis results need 

furt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Key words: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eating habits,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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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睡眠研究组织联合发布的《睡眠与健康》报告认为：

“睡眠和空气，食物和水一样，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由此看来，睡眠

对于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的影响都非常重大。在中国睡眠协会于 2019 年发表的

《2019年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1]中对于青少年儿童的睡眠时长的

标准为：6-12岁儿童理想每天睡眠 9-11小时，不推荐不足 7小时的睡眠；13-

17岁青少年理想每天睡眠 8-10小时,不推荐不足 7小时的睡眠。对于青少年儿

童睡眠现状的描述则是：我国 62.9%的青少年儿童睡眠时长不足 8小时，其中

13-17周岁的青少年睡眠时长不足 8小时的占比为 81.2%；睡眠困扰较多，入睡

困难等问题相对突出，其中中学生的问题更为严重。 

对于正处于身体，心智快速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是十分重

要的。从中国睡眠协会 2019年对于中国青少年睡眠现状的分析中，反映了中国

现当代大部分青少年在睡眠上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

的研究结果表明[16]，睡眠问题的上升在青少年青春期后期最为明显，青春期的

睡眠和昼夜节律变化会增加情绪、行为、认知、社交和身体健康领域的风险。

虽然国家教育部在 2018 年就明确提出要保障初高中生的睡眠时长在 8-9个小

时，但目前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日常生活中，饮食结构的不同是否影响了青少年的睡眠质量，这决定是否

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结构这样较低成本的方式，来一定程度上改善青少年所面临

着的睡眠质量问题。所以，研究小组希望通过研究饮食结构对于青少年睡眠质

量的影响，根据结论而制定出能够改善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具体方案，以此来帮

助更多的青少年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研究小组认为，健康是保证正常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些的更优

化都建立在身心健康之上；而良好的饮食结构和睡眠质量则是健康的重要标

准。所以本文选择从饮食结构角度进行研究，同时具化研究对象范围，锁定于

包括研究小组成员在内的北京市初高中生，以此进一步研究饮食结构对于北京

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的影响。  

纵观各类文献及学术期刊，虽然有部分学者对于饮食和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

做过研究，如徐春燕，李唯等学者在《大学生睡眠质量与饮食的关系研究》[2]

一文中得出，饮食行为和膳食摄入可影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但还没有形成

“饮食结构对于青少年睡眠质量影响”的主题研究。 

根据多篇有关影响睡眠质量因素的文献，研究小组总结出，影响青少年睡眠

质量的因素包括睡眠环境，学习压力 ，饮食结构，社交问题等。而本文将以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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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结构对于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为主，将饮食结构中的饮食行为作

为重点研究，并从饮食行为中可能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的茶和咖啡的摄入频

率，三餐规律性，夜宵频率 3个角度来提出假设。文章从饮食行为角度进行研

究，但是同时保留对于其他影响睡眠质量因素（包括睡眠环境，学习压力，社

交问题等因素）的考量。即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茶和咖啡的摄入频率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假设 2：三餐规律性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假设 3：夜宵频率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假设 4：其他因素如睡眠环境等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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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 

1.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饮食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饮食结构分

为饮食行为及膳食结构，初高中生为本次研究对象，而睡眠质量就是此次研究

小组所关注的问题。目标是在现在这个青少年睡眠时长、状况普遍不达标，且

入睡时间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研究小组可以通过饮食结构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研究，以此了解如何通过饮食结构来改善青少年的睡眠质量。 

在中国睡眠协会于 2019 年发表的《2019年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

书》[1]中写道：“从中国知网对“睡眠”和“青少年+睡眠”的主题检索结果来

看，睡眠质量与时间对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起着重要影响。在以往研究中，

“睡眠”相关的国内研究始于 1956 年，国内文献累计超过 7万篇，“青少年+

睡眠”研究起步于 1995 年， 国内文献累计 392 篇，起步晚、数量少。睡眠对

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深远，与青少年睡眠相关的研究意义大。” 尽管对于睡眠

领域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很少有学者考虑到以饮食结构为主要研究课题，去深

入探讨饮食结构和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关系，这点也激发了小组成员对此次研究

的热情。为了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饮食行为，着

重研究饮食行为对于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 

1.1关于饮食结构 

膳食结构 

学者们在膳食结构上的概念相对统一，认为膳食结构是关于饮食种类和食物

营养摄入的多少。[3]陈梅芳认为膳食结构是指在膳食中各类食物的数量以及其

在膳食中所占的比重，而[4]杜树发等则认为，应以能量、蛋白质、视黄醇等营

养素的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 (RNI) 的百分比及谷类食物、动物性食物提供的能

量和蛋白质在摄入的总能量和蛋白质中所占的比例作为营养素摄入和膳食状况

评价的指标。 

 

饮食行为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饮食行为可以分为许多部分，学者们基于一些因素分析了其与睡眠质量的关

系。
[5]
有学者认为，睡前饮食以及是否吃早餐都会影响睡眠质量。

[6]
徐春燕，李

唯，潘超兰，葛梦媛这几位学者则认为，三餐规律性、每周校外餐馆就餐次数

以及咖啡因摄入的多少都会影响睡眠质量。[7]有学者认为，除了有饱腹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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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咖啡、茶叶等引起中枢神经兴奋的食物外, 还有一些辛辣、味咸食品, 

比如麻辣小食、香蒜面包，以及过于油腻的食物也会影响睡眠质量。[8]查尔

斯·波莱克认为咖啡因能使青少年在早晨保持清醒 , 但也会影响他们晚间的睡

眠质量。 

 

1.2关于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的概念及判别 

不同的学者对于睡眠质量的概念界定有着不同的见解。[9]陈芳容认为当前，

对睡眠质量的定义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睡眠质量是指

用工具测量记录到的睡眠指标。拜瑟等（1989）将睡眠质量划分为主观睡眠质

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七

个成分，并以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来判断睡眠质量的好坏。第二，利

用多种精密仪器，如多导睡眠图将生理指标转化为具体的睡眠质量指标，如睡

眠潜伏期、睡眠效率等。第三，用睡眠的量来表示睡眠质量的好坏，这个

“量”不是睡眠的数量和时间，而是指对睡眠本身的一种体验。由此可见，睡

眠质量是对睡眠过程及其效果的一种综合评估，其包含质和量两个方面，是在

对客观睡眠情况评定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关于睡眠的主观感受。对于用睡眠的量

来表示睡眠质量的好坏标准， [10]吴际军等认为，良好的睡眠质量能促使机体功

能快速恢复，缓解工作疲劳，保持充足的精力、体力及健康的心理状态。 

 

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 

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有很多。[11]方乐琴等学者认为，手机依赖性使用与睡眠

障碍和不良饮食行为相关，减少手机使用对大学生的饮食和睡眠等基本生命活

动有益。[12]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玛丽·皮埃尔·圣昂格表示，调整饮

食习惯以摄入更多纤维、减少饱和脂肪酸及糖的摄入，可能对于睡眠障碍的管

理非常有用。圣昂格称：“我们发现，睡眠质量可能受到我们饮食的影响，纤

维素和饱和脂肪酸是尤其重要的影响因素。”[13]侯并并等学者则认为，学业压

力与睡眠质量指数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且外界环境压力、挫折压力以及竞

争压力对高中生睡眠质量指数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4]林荣茂等学者认为，大学

生、高中生与正常成人睡眠质量之间的差异大于初中生与正常成人。以正常成

人为基准，可以说明大学生和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比初中生差。因而，通过多元

分析可以推断，高中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睡眠质量的总体情况差于正常成人及初

中学段的青少年，其睡眠质量不容乐观。[15]徐新容与王咸娟认为，入睡时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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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明显相关。22∶00 以前能够入睡的学生睡眠质量较好，随着入睡时刻

的推迟， 睡眠质量明显下降。 

  

纵观各类有关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章，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因素有

饮食结构，手机的使用，咖啡因的摄入等。所以说睡眠质量的好坏与许多方面

都息息相关，其中也包括了研究小组的主要研究方向---饮食结构。 

研究小组先将饮食结构化分成了饮食行为与膳食结构，在文献综述的过程后

又重点于饮食行为的三餐规律性，夜宵频率，茶与咖啡的摄入频率。研究小组

在和专家了解及进行相应的讨论后认为，跟假设预想不一的观点可能是膳食结

构并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让睡眠质量更好，只是可以弥补因营养素缺失而变差

的睡眠质量。但这一观点也有待验证。于是，我们想进一步深入睡眠质量和饮

食结构之间的关系，探究饮食结构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 

 

2.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课题，小组成员选择了以下 3种方式进行研究： 

2.1相关领域专家针对研究阶段性成果提出反馈 

小组成员在确定下公共健康的主题后，联系到了一些营养及睡眠领域的专

家，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何计国教授，营养学专家徐航女士，蜗牛睡眠健康护理部副总裁王萍女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人员等，并向他们阐述了小组研究

课题和方向，得到了建设性的反馈。根据所得反馈，小组成员第一次调整了项

目假设，将“调整饮食结构是否能有效改善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调整

为“饮食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小

组成员也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向有关专家寻求反馈。目前，已获得两轮反馈。 

此研究方法对小组的项目推进十分重要，通过专家的反馈，小组成员能从中

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同时也能使研究方向更加明确。 

  

2.2利用已有文献研究进行论证 

小组成员根据课题研究的初步假设，分别从具有权威性的网站（如中国知

网、PNAS、维普期刊等）上搜集至少 10篇与假设及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将其

整理在线上协作工具石墨文档上。根据每一篇论文的内容整理出观点和结论，

以此了解参考以前学者在相关领域做出的研究成果，帮助小组成员在确定研究

假设的同时也吸取过去的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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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 

在确定假设后，小组成员第一时间基于假设设计了研究问卷。基于小组想要

研究的问题，问卷设计包含 3部分：睡眠质量调查、饮食行为调查及其他因素

调查。 

（1）在睡眠质量分析中，小组采用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以此作为对调

查对象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评估量表。而量表问题分类可分为实际条件

类和主观感受类。 

对于实际条件类，代表性问题为： 

您每夜通常实际睡眠几个小时？（不等于卧床时间） 

A.4小时以下 B. 4-5小时 C.5-6小时 D.6-7 小时 E.7-8 小时 F.8 小时以上 

对于自身感受类，代表性问题为： 

近一个月中，您几次因感觉热的问题影响睡眠而烦恼？ 

A. 无 B. 不足 1次/周 C. 1-2次/周 D. 3次及以上/周 

（2）在饮食结构方面，问题分成三餐规律性、茶和咖啡（咖啡因）摄入和夜

宵频率调查。 

对于三餐规律性，代表性问题为：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午餐的频率？ 

A.不吃 B.1-2次每周 C.3-6次每周 D.每天都吃 

对于饮料种类与每周摄入类，代表性问题为：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喝饮料的频率？ 

A.小于 2次 B.1-2次每周 C.3-6次每周 D.9次及以上每周 

对于夜宵频率类，代表性问题为：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夜宵的频率（ 夜宵一般指每日三次正餐外，于晚间安排

的一次加餐，时间通常为晚九点后）？ 

A.不吃 B.1-2次每周 C.3-6次每周 D.每天都吃 

(3) 考虑到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多面性，问卷还涉及到关于其他影响睡眠质

量的因素的问题。 

代表性问题为： 

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的睡眠质量好坏（不单指入睡时间）？ 

A.学习压力 B.宿舍环境 C.饮食习惯 D.社交关系 E. 其他_______ 

  

问卷经过专家意见反馈以及样本反馈进行迭代修改，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方式

向北京初高中生收集数据，使样本更加多样化，帮助此次研究进行样本分析，

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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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分析与讨论 

3.1问卷的发放与基本统计分析 

（1）确定问卷对象 

本次的问卷调查对象针对于北京市的初高中学生，向包括探月学院、北大附

中、海嘉国际双语学校等在内的 20 余所学校的学生发放了问卷。 

（2）抽样方式与问卷编制 

本次报告采用了网上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调研，设计问卷之前根据实

际采访了北大附中，一零一中学的在读初高中生为基准而制作。而后问卷经过

相关专家审查听证后发出。 

（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问卷采取了网络传播调研的方式，共发放问卷数量不详，收回问卷 176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7.2%。 

本问卷样本基本数据如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所示 

 

问卷样本性别分布 

 

图 1.1 

 

问卷样本学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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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问卷样本女生中睡眠质量分布情况 

 

图 1.3 

 

问卷样本男生中睡眠质量分布情况 

  

图 1.4 

 

3.2假设验证 

研究问卷共有 28道题，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题 4 至题 21为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表，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小组对调查人群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打分。分

为很好、还行、一般以及很差四个级别。样本中睡眠质量很好的有 71 人、还行

的有 89人、一般的有 11 人、不存在睡眠质量很差的样本；由此可以说明，此

次调查的样本中的北京市初高中生在匹兹堡睡眠指数表的睡眠质量标准中，睡

眠状况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SQI）主要适用于睡眠障碍人群、精神障碍患者的

睡眠评估，同时也适用于一般人群的睡眠评估。本次问卷中，小组借鉴了匹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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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睡眠质量指数表标准过程将问题分成了 7个部分，依次根据调查人群的填写

答案来给予分数。总分为 21分，0-5分为睡眠质量良好，6-10分为还行，11-

15分为一般，16-21分为较差，分数越高则表示填写者睡眠质量越不好。在本

次调查中共 171份样本的平均睡眠质量指数得分为 6.40，且本次调查中并没有

出现睡眠质量较差的样本；因此在本文的数据分析过程中，只会出现三种评分

标准。 

根据 1996 年 [16]和 2016 年[17]所做的大规模调查资源来看，匹兹堡睡眠质量

检测与评估的准确率高达 90%。 

在问卷的数据分析环节中，小组成员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的不同睡眠质

量等级分类，罗列出不同睡眠质量样本，用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论。

以下部分便为研究小组在进行问卷收集和数据分析后的发现及结论。 

(1) 茶和咖啡的摄入频率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相关问题： 

(多选)您通常会喝下列哪些饮料？ 

A.奶茶 B.果茶 C.茶/咖啡 D.以上都不喝 

 

茶&咖啡摄入频率（每周）与样本睡眠质量关系 

茶与咖啡摄入频率

（每周）/匹兹堡

睡眠评估 

9次以上 6-8次 3-5次 2次及以下 

  

睡眠质量不同等

级在总人数中的

占比 

良好 7(14.3%) 4(8.1%) 19(38.8%) 19(38.8%) 

  

49(40.5%) 

还行 3(4.6%) 9(13.6%) 34(51.5%) 20(30.3%) 

  

66(54.5%) 

一般 2(33.3%) 1(16.7%) 2(33.3%) 1(16.7%) 

  

6(5.0%) 

各个区间的总人数

及在 121人中的占

比 

12(9.9%) 14(11.6%

) 

55(45.5%) 40(33.0%) 共 121人 

图表 2.1 

图表 2.1 第二行至第四行从左边第二格开始为 100%，第六列从上往下数 1-3格相加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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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表 2.1显示，在睡眠质量很好这一区间的初高中生 71 人中，有 49人

每周会摄入茶与咖啡，比例约为 69.0%。在睡眠质量还行这一区间的初高中生

89人当中，有 63人每周会摄入茶与咖啡，比例约为 74.1%。在睡眠质量一般这

一区间的初高中生 11人当中，有 6 人每周会摄入茶与咖啡，比例约为 54.4%。

而每周摄入 9次以上茶与咖啡的初高中生与 121 位每周会摄入茶和咖啡的人相

比，占 9.1%；摄入 6-8 次的初高中生占比 11.5%；摄入 3-5次的初高中生为

45.4%；摄入 2次及以下的初高中生占比为 30.1%。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调查群体中 70.7%（121人）的初高中生都会在日

常生活中饮用茶与咖啡，调查人群中饮用茶与咖啡的 7%的初高中生每周摄入 9

次以上，摄入 6-8次咖啡与茶的初高中生占比 8.1%，3-5 次为 32.1%，2次及以

下占比 23.3%。  

调查数据显示，匹兹堡睡眠评估很好的初高中生只有 7%的人每周摄入 9次

以上咖啡与茶，而再睡眠评估一般的初高中生中，同样摄入 9次以上的咖啡与

茶的人数达 22%。由此看出，摄入咖啡与茶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会影响睡

眠质量。但由于睡眠质量一般的样本基数相比较好和还行相差较大，所以我们

无法根据此次研究结果妄下定论。根据文献综述中有关饮食行为及对睡眠质量

影响[6][7][8]的相关文献显示，咖啡因的摄入对睡眠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

暂时保留对于这个结果的看法，此结论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及研究。 

 
图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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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2 

针对于图表 2.11与图表 2.12，发现男女生在茶和咖啡的摄入上有一定的差

异。171名初高中生有 98人每周会饮用咖啡与茶。在 114 位女生中有 72人每

周会饮用茶与咖啡，占样本女生的 78.9%；在 57位男生中有 26人每周会饮用

茶与咖啡，占样本男生的 45.6%。由此可见，相较于男生，女生似乎对茶与咖

啡更加喜爱。 

  

(2) 三餐规律性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相关问题：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早餐的频率 

A.不吃 B.1-2次/周 C.3-6次/周 D.每天都吃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午餐的频率 

A.不吃 B.1-2次/周 C.3-6次/周 D.每天都吃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晚餐的频率 

A.不吃 B.1-2次/周 C.3-6次/周 D.每天都吃 

 

三餐规律性（每周）与样本睡眠质量关系 

  三餐规律 三餐不规律 

很好 49（69%） 22（31%） 

还行 62（69.7%） 27（30.3%） 

一般 7（63.6%） 4（36.4%） 

图表 2.2 

注：在本假设分析中，我们对“规律的三餐”的定义为三餐至少一顿为每天都

吃，两顿为 3-6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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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表通过统计接受调查的初高中生中不同睡眠质量的人群在三餐规律性上

的人数并计算了其人数占同睡眠质量总人数的比例。 

根据图表 2.2，在睡眠质量很好的 71名样本中，有 69%的初高中生的三餐较

规律，有 31%的初高中生三餐并不规律。在睡眠质量还行的 89 份样本中，有

69.7%的初高中生三餐较为规律，30.3%的初高中生三餐并不规律。在睡眠质量

一般的 11名高中生中，有 63.6%的初高中生三餐较为规律，36.4%的初高中生

三餐并不规律。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三餐规律性对睡眠的质量可能有影响，但由于

在不同睡眠质量区间内比例区别变化并不是非常明显，且在样本数量上的差距

较大，故并不能很绝对的确定三餐规律性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是

否真的存在。 

我们进一步将男女数据分开，对他们的睡眠质量与三餐规律性关系进行分

析，并对男女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得到图表 2.21与图表 2.22如下。 

 

女生睡眠质量与三餐规律性关系 

  三餐规律 三餐不规律 

很好 29（61.7%） 18（38.3%） 

还行 44（72.1%） 17（27.9%） 

一般 4（80%） 1（20%） 

图表 2.21 

 

男生睡眠质量与三餐规律性关系 

  三餐规律 三餐不规律 

很好 20（80%） 5（20%） 

还行 17（65.4%） 9（34.6） 

一般 3（50%） 3（50%） 

图表 2.22 

从表 2.21 与表 2.22 中来看，男女生的睡眠质量与三餐规律性的关系都呈现

出较明显变化趋势，但所呈现的趋势不太相同。女生的数据呈现睡眠质量与三

餐规律性的情况是三餐更规律的群体睡眠质量会相对更差，而男生的数据则呈

现出三餐更规律的群体睡眠质量相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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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目前所得到的数据及做出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知三餐的规律性对睡

眠质量的确存在一些影响，但是针对目前结果中出现的男女变化趋势不一致情

况我们尚不清楚其原因，在之后的项目工作推进中这或许是一个要继续研究的

问题。徐春燕在大学生睡眠质量与饮食的关系研究中（2017）指出：“有研究

显示膳食摄入可影响睡眠质量，高脂高能量食物摄入量高、水果摄入量低以及

总膳食质量低均为睡眠质量差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三餐规律性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的确会有影响，故假设

成立；但对于其影响为正面或负面这一问题，仍待后续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3) 夜宵频率对于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相关问题：  

近一个月中，您每周吃夜宵的频率（ 夜宵一般指每日三次正餐外，于晚间安排

的一次加餐，时间通常为晚九点后） 

A.不吃 B.1-2次每周 C.3-6次每周 D.每天都吃 

 

夜宵摄入频率（每周）与样本睡眠质量关系 

夜宵摄入频

率（每周）

/匹兹堡睡

眠评估 

每天都吃 3-6次 1-2次 不吃 总人数 

很好 3(4.2%) 5(7.1%) 16(22.5%) 47(66.2%) 71 

还行 3(3.4%) 14(15.7%) 32(36%) 40(44.9%) 89 

一般 1(9.1%) 0(0%) 3(27.3%) 7(63.6%) 11 

总人数 7(4.1%) 19(11.1%) 51(29.8%) 94(55%) 171 

图表 2.3 

根据图表 2.3判断，从调查人群中来看，4%初高中生每天都会吃宵夜，

11.1%初高中生每周会进食 3-6次夜宵，29.8%的初高中生每周会吃 1-2次夜

宵，而超过一半（54.9%）的初高中生不吃宵夜。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进行推导，匹兹堡睡眠评估结果为很好的调查人群不吃夜

宵的占比为 66.1%，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评估结果为还行的初高中生不吃夜

宵的占比为 44.9%，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结果为一般的初高中生不吃夜宵的

占比为 63.6%。具目前调查结果来看，夜宵的摄入频率对于睡眠质量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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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想中的大。而也有可能是因采样的基数不够多，因此无法判定是否真的

有影响。 

文章进一步将男女生分开，对以上夜宵频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比较男女生之

间的差异。数据详见图表 2.31与图表 2.32。 

 

图表 2.31 

 

 

图表 2.32 

 

针对于图表所显示出的数据来看，57%的女生不吃宵夜，而 28%男生不吃宵

夜，可以看出其对于性别的一定差异。31%的女生每周会吃 1-2次宵夜，而对于

同样的次数，男生占比为 42%，因此可以判断出相较而言男生吃夜宵的频率大

于女生。 

综上所述，夜宵摄入的频率对于睡眠质量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假设不

成立。但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男生相较于女生而言，对于夜宵的需求量在

日常生活中更多一些。 

  

(4) 其他因素如睡眠环境等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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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的睡眠质量好坏（不单指入睡时间） 

A.学习压力 B.宿舍环境 C.饮食习惯 D.社交关系 E. 其他_______ 

 

 

 

其他因素对样本睡眠质量的影响 

 

图表 2.4 

 

根据图表 2.4，在 54 份样本的作答中，学习压力是他们在遇到的影响睡眠

质量的因素中最多的问题，共有 44 人选择了此项；而社交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大

的问题，有 23人选择。在 其他选项中，占最多的问题多为样本自身的一些问

题，如手机使用、疾病、熬夜、失眠等。所以可以看出，有诸多因素会影响北

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 

由此可见，其他因素对睡眠质量有一定影响，因此假设成立。 

  

4.结论：总结与反思 

本文研究饮食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的影响，根据文献综述提出

假设，根据假设进行问卷设计，网络问卷发放及数据分析。最后得出三餐规律

性，茶和咖啡的摄入频率，以及以学习压力为首的其他因素对北京市初高中生

的睡眠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三餐规律性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

面的尚未明确，而夜宵摄入频率对于睡眠质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调查。同时还

发现相比女生，更多的男生会有吃夜宵的习惯。同时相比男生，更多的女生会

摄入咖啡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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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的问卷设计环节，小组成员考虑到问卷反馈问题数量太多，所

以大幅删减了问卷问题，这可能导致数据分析的结合因素较少，分析结果不够

全面。同时因为北京市 171位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分析情况是不可控的，导致

分析呈现的睡眠质量一般情况的样本数量有限，以及三种情况样本基数差距较

为明显，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以及因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中大

量题目为主观判断题，所以可能导致样本在填写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情况不清

晰，导致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未来，可以考虑的解决方案是明确

问卷问题的需求，提前确定样本收集范围和目标，有目的性的设计问题，使效

率最大化。问卷的发放采用更多的渠道，如朋友圈，互联网，高校平台，线下

纸质填写等。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样本量，使可分析数据更多，分析结果更加准

确，同时也一定的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多样性。在样本填写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表前段时间可以先提前让样本了解问卷内容，使其留意自己的睡眠状态，保证

填写内容和其实际睡眠状态更加接近。 

由于本文是以饮食结构对北京市初高中生的睡眠质量的影响为主，重点将饮

食行为中的 3个细则与睡眠质量相关性进行研究。所以对于饮食结构中的膳食

摄入，更多饮食行为及生活不良习惯（如睡前是否会感到很撑，每日摄入营养

素的多少，睡前是否玩手机等），以及饮食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学习压

力，社交关系等）可能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因素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而同

时以学习压力为首的其他因素，在此次研究中也发现对于北京市初高中青少年

的睡眠质量在主观上有一定影响。这些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对于想要改善北京市

初高中生，甚至更多各地青少年的睡眠质量所需要深入了解的。 

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和饮食结构涵盖的多样性，以及营养调查的困难性，在这次

研究中小组成员并没有细致的将饮食行为，膳食摄入中所有的重要因素作为假

设一一分析其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同时因为受到不同睡眠状况下样本基数差距

较大的影响，可能导致分析结果上的误差，影响到研究结果。如果有更多时

间，小组会对此次研究的调查问卷进行二次迭代，收集更多的样本，以此帮助

在数据分析时获得更加全面和真实的结果。进一步研究三餐规律性对北京市初

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影响方向，同时加大对于夜宵摄入频次/量及其他因素对于睡

眠质量影响的求证考察，以此更全面的了解影响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因

素，为下一步改善北京市初高中生睡眠质量的行动计划做好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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