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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研究

张研 邱昌建 唐向东 张伟*

【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睡眠障碍研究已深入到神经影像学，对于神经生物表征

有进一步阐释。现就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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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患者在暴露于创伤性事件后，

睡眠障碍十分常见，并且在一定程度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疾病症状严重程度。PTSD 患者

夜间常常梦及创伤相关的场景、体验到痛苦的情绪。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创伤事件后随

之而来的破坏性睡眠可能作为一种病因学机制，在 PTSD 的症状严重程度及慢性病程上起

着的重要作用[1]。现针对 PTSD 患者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研究综述如下。

一、 PTSD 睡眠障碍

研究表明被试在暴露于重大创伤事件（如战争、童年创伤、暴力、强奸、车祸、恐怖

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等（地震、海啸、飓风等））后，多主诉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

睡眠质量下降。梁学军等[2]对某海防部队男性驻岛官兵（328 例）睡眠质量调查发现，62.1%的

被试存在睡眠质量下降，以入睡时间延迟或无法入睡最为显著。地震后青少年（1753 例）

主观睡眠障碍的队列研究中显示，在经历地震后 12 个月时，48.90%的被试睡眠时间少于

7 小时，27.68%的被试出现入睡困难，8.82%的被试存在睡眠维持障碍，22.60%的被试睡眠

质量下降，40.01%的被试日间功能受损[3]。Pigeon 等[4]对退伍军人（80 例）的睡眠研究中

发现 74%的被试主诉有失眠症状，61%的被试存在痛苦的噩梦。PTSD 患者噩梦内容常为

创伤相关的情景，患者多有再次身临其境的痛苦体验。Liempt 等[5]对荷兰军人（453 例）

的一项队列研究表明在入伍前曾出现的噩梦症状与之后 PTSD 的患病危险呈正相关；并提

示噩梦可能通过损害恐惧记忆消退的机制来增加 PTSD 的患病风险，并且这一机制与快速

眼动（rapid eye movement, REM）睡眠的改变相关。

二、PTSD 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研究

1  快速眼动睡眠

目前对 PTSD 客观睡眠的研究主要采用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y, PSG），通过

脑电、双侧眼电、肌电、心电图等描记对睡眠进行分析。REM 睡眠的改变被看作是

PTSD 的重要标志。对正常人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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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与非快速眼动睡眠比较，REM 睡眠期全脑葡萄糖代谢增加了 16%；REM 睡眠期大

脑旧边缘区域及旁边缘区域的葡萄糖利用率增加，包括外侧下丘脑区域、杏仁核复合区、

纹状体区、边缘下区、前边缘皮层、眶额叶皮层、扣带回皮层、内嗅皮层及岛脑；并且

REM 睡眠期外侧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及初级感觉皮层区域血流活动与非快速眼动睡眠和

觉醒时期相比是下降；REM 期睡眠的异常可能反应了边缘及旁边缘地区的功能异常[6-8]。

上述研究表明 REM 睡眠期大脑边缘系统的活动增加，而高位皮层活动减少，即以杏仁核

为核心情绪相关脑区的激活增加。

REM 睡眠对记忆中的情绪处理部分有重要作用，并且这种睡眠中的情绪记忆进程与情

绪障碍及睡眠障碍均有关联[9]。Lipinska 等[10]测试了 PTSD 患者（16 例）、创伤暴露-非

PTSD 者（15 例）及正常对照（14 例）三组的睡眠及陈述性记忆功能；结果显示与其余两

组相比，PTSD 患者组睡眠效率下降，REM 睡眠比例减少，后半夜有更多的觉醒；睡眠后

PTSD 患者陈述性记忆明显差于其余两组，并且 REM 睡眠比例的减少预测了较差的陈述性

记忆。

研究显示 REM 睡眠异常不但与情绪、记忆相关，并且创伤早期出现 REM 睡眠异常与

之后发展为 PTSD 相关。Mallmen 等[11]对创伤早期的被试(21 例)进行睡眠研究发现，创伤

后被试夜间睡眠中的一种持续时间更短、出现总次数更多的 REM 睡眠期（即一种片段、

分散模式的 REM 睡眠）与后期 PTSD 症状的发展相关。

2 条件性恐惧与恐惧消退

基于功能磁共振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已经发现 PTSD 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包括情感调

控、记忆形成、及恐惧环路相关脑区的异常。以巴普洛夫经典条件发射为基础的条件性恐

惧与恐惧消退模式已经在 PTSD 的动物模型中被验证。当中性刺激（条件刺激，如声、光）

与会导致恐惧反应（如冰冻反应）的负性/情绪性刺激事件（无条件刺激，如电击）同时配

对出现，就会建立条件性恐惧。当这种配对多次加强关联并同时出现后，中性刺激单独出

现也可以引起恐惧反应，即条件性恐惧；而多次只有条件性刺激出现后，恐惧反应就会逐

渐减弱并消失，即恐惧消退。既往研究表明，PTSD 患者对创伤性刺激或非创伤的恐惧

刺激存在恐惧环路的泛化、敏化以及对条件性恐惧的抑制障碍，导致患者在创伤相

关刺激、甚至是无关的威胁刺激出现时，存在恐惧环路高度活跃 [12]；而在创伤相关

刺激或危险刺激导致的结果消失后，已建立起的条件性恐惧不能被正常抑制或消退 [13]。

PTSD 患者恐惧环路相关的脑区改变主要包括：杏仁核过度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活



性下降，前扣带回体积减少及海马体积减少。其中杏仁核对恐惧记忆起主要调控作用；内

侧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情绪激活起负性管理作用，并可以通过记忆消退来抑制条件性恐

惧；海马是通过杏仁核和内侧前额叶皮层来管理恐惧记忆的消退；前扣带回主要在情绪激

活期间对负性情感表达的程度进行调控。PTSD 患者的杏仁核过度激活和/或内侧前额叶皮

层自身反应性降低（即对过度激活的杏仁核抑制进一步减弱）、前扣带回体积减少；这些

脑区的改变使创伤相关的恐惧记忆的消退及情绪调控受损。

神经影像学研究依据下的条件性恐惧记忆与恐惧消退模型为 PTSD 神经生物表征研究

提供了重要线索，而睡眠的改变与恐惧环路相关脑区也存在联系。Madan 等[14]用白鼠进行

条件性恐惧对睡眠长时程影响的研究表明，条件性恐惧导致了 REM 睡眠微结构的改变，

提示条件性恐惧对 PTSD 患者恐惧记忆再提取过程存在干扰，并且其干扰机制与 REM 睡

眠的改变相关。Wellman 等[15]对条件性恐惧模型大鼠进行了睡眠与条件性恐惧/恐惧消退的

研究，在电击（无条件刺激）前对两组大鼠基底外侧杏仁核分别注射蝇蕈醇氢溴酸盐

（muscimol hydrobromide, MUS; γ-氨基丁酸 A 受体激动剂）与蒸馏水(distilled water, dW)，

观察冰冻反应（恐惧反应）持续时间与睡眠的变化；结果显示 MUS 组大鼠的总 REM 睡眠

较 dW 组增加，再次暴露时，MUS 组冰冻反应持续时间较少（冰冻反应越明显，表示恐惧

反应越强烈）。该研究提示基底杏仁核的抑制（MUS 组）影响了 REM 睡眠结构并减少了

恐惧记忆，基底外侧杏仁核对恐惧记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并且可以改变睡眠。

3 定量脑电光谱分析

近年通过对脑电定量光谱分析(Quantitative spectral analysis of EEG, qEEG)来识别特定

频率的微觉醒脑电活动为 PTSD 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可能的方法学。

前文已述杏仁核和海马与记忆密切相关。以下动物实验为恐惧记忆与睡眠的神经生物学表

征研究提供了新证据。对正常小鼠的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在以 θ 波频（4-8Hz）为主的

REM 睡眠中杏仁核和海马的活动是同步增强的[16]。Popa 等[17]在条件性恐惧的小鼠模型中

研究发现，对恐惧记忆的增强或减弱与基底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及海马的活性改变相

关，并且这种改变与 REM 睡眠中 θ 波的改变一致。

Cowdin等[18]在 2014 年对 PTSD 患者（17 例）与创伤暴露-非 PTSD 者（13 例）进行

PSG 以及 qEEG 研究发现：创伤暴露-非 PTSD 者在 REM 睡眠期，右脑前额叶 θ 波是增加

的。提示睡眠中右侧前额叶 θ 波值作为创伤暴露者情绪记忆进程调节能力的生物学指标的

可能性。

基于 qEGG 的方法，Nishida 等[19]为研究睡眠对情绪记忆的影响，把被试分为小睡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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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睡组，分别在小睡/非小睡前给予中性刺激及情绪刺激，结果显示小睡对情感性记忆的

巩固有利，但对中性记忆没有巩固作用；而非小睡组对中性及情感性记忆均没有表现出巩

固作用；并且小睡组对情感性记忆巩固的程度与 REM 睡眠的总量及右侧前额叶 θ 波相关。

三、总结与展望

睡眠障碍加重了慢性迁延性 PTSD 患者的疾病负担。良好的睡眠（尤其 REM 睡眠）

对情感或创伤记忆有正性作用，而 REM 睡眠的改变可能减弱了其对创伤的“治疗效果”，

并且是 PTSD 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9]。睡眠障碍不仅存在于 PTSD 患者之中，在正常人当

中睡眠障碍也十分常见，有调查显示睡眠质量良好的被试比例仅为 41.7%[20]。睡眠障碍作

为影响工作效率、情绪、记忆及日间功能的重要因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中所提及神

经生物表征研究，进一步阐释了睡眠障碍在 PTSD 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定量脑电光谱分析、

功能磁共振、PET 等技术为 PTSD 睡眠障碍神经生物表征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但上述研

究绝大部分采用横断面研究，前瞻性研究的证据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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