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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的效果分析

朱燕春 1 、 樊　迪 1 、 李　慧 1 、 罗爱民 2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对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和消极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100 例

有睡眠障碍的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实验组采用个体化音乐干预和常规

治疗和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方法，一个月后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干预结束 3 个月之

后进行随访。结果　①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总分和五个因子（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上均有显著改

善（P< 0.05）；而在睡眠时间和日间功能维度没有得到明显改善（P> 0.05）。②实验组消极情绪较对

照组明显减少（P< 0.01）；③随访结果表明 3 个月之后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消极情绪没有显著性差

异。结论　音乐干预能有效提高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其消极情绪亦得到明显缓解，但是，此种

疗效并没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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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usic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depressive patients 
　　ZHU Yanchun，FAN Di，LI Hui，et al.Guangdong 999 Brain Hospital，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usic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depressive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n 

= 50）and the control group（n = 50）.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the patients i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provided individualized music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one month and follow-up after three months. Results　① There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sleep latency，sleep efficiency，

sleep disorders，used sleep med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②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P<0.01）. ③ After three months，　

ther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both in sleep quality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Conclusio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negative mood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of the depres-

sive patients，but the effects are not lasting.

【Key words】Music intervention；Depressive patients；Sleep quality；Negative emotion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据估计，我国

有抑郁症患者 2600 万［1］。作为抑郁症早期起病的临

床特征之一，睡眠障碍是抑郁症常见症状［2］。研究

显示，抑郁症患者中 70％的女性以及 80％的男性存

在入睡和（或）维持睡眠困难或早醒等睡眠障碍［3-4］。

睡眠障碍已经对抑郁症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了的巨大

危害，因此，采用高效、安全、经济和易行的方法

来改善睡眠质量显得非常必要。本研究通过实验来

检验音乐干预对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

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1　对象和方法

1.1　实验对象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我院确诊的抑郁症住院患

者（无其他基础性疾病和 / 或躯体疾病），选取其中

［作者工作单位］1.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综合一病区（广州，510500）；2.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心理行为科。

［第一作者简介］朱燕春（1986.12-），女，广东湛江人，大专，护师，研究方向：心理护理与心理治疗。

［通讯作者］罗爱民（Email：407867085@qq.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6 期- 101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总分大于等于 7 分，且自愿参加本次实验的患

者 100 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名患者随机

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50 例，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 17～52 岁，平均（39 ±4.7）岁；对照组

50 例，男 24 例，女 26 例，年龄 16～55 岁，平均（40 

±5.6）岁。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

可比性。

1.2　实验方法

实验组：常规治疗和护理加上音乐干预。干预

音乐选自《名曲良医》之催眠

助睡音乐系列。主要曲目有：《二泉映月》、《摇

篮曲》、《军港之夜》、《平湖秋月》、舒曼的《梦幻曲》、

莫扎特的《催眠曲》、孟德尔颂的《仲夏夜之梦》、德

布西《钢琴前奏曲》等［5］。音乐干预 2 次 / 天，每次

30 分钟，共 30 天。每位患者由专人定时配发统一品

牌和款式的音乐耳机，每次干预完成之后收回。患

者倾听音乐时拉拢隔帘，降低灯光亮度，限制噪音，

尽量减少其他一切影响睡眠的干扰。音乐干预时间

大约在午间 13 点至 14 点，夜间 21 点至 22 点 ［6］。

对照组：常规治疗和护理。

1.3　疗效评估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抑郁自评量

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分别在音乐干预实

施前、实施后、干预完成后一个月随访时进行评定。

这三种量表在临床工作中使用非常广泛，具备较好

的信效度。评定时要求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

量表的每一条目做出独立的评定，经专人检查确认

无遗漏后收回。

1.4　统计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分析，分别

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

2　结果

在干预过程中有 7 位患者因各种原因退出实验，

其中实验组 3 人，对照组 4 人。随访过程中有 12 位

患者失访，其中实验组 5 人，对照组 7 人。

2.1　干预前后 PSQI 得分比较

音乐干预前，两组在 PSQI 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实施 30 次音乐干预后，

两组在 PSQI 总分和五个因子（主观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上均有显

著改善（P<0.05）；而在睡眠时间和日间功能维度没

有得到明显改善（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抑郁症患者实验干预后PSQI得分比较（x± s）

维度
实验组

（n=47）
对照组

（n=46） t P

总分 6.89±2.07 9.46±2.89 15.12 <0.05

主观睡眠质量 0.98±0.98 1.56±0.69 3.53 <0.05

入睡时间 1.11±0.87 1.61±0.77 3.66 <0.05

睡眠时间 1.72±0.91 1.82±0.99 0.52 >0.05

睡眠效率 0.91±0.84 1.76±1.00 6.72 <0.05

睡眠障碍 1.49±0.74 1.95±0.99 2.56 <0.05

催眠药物 0.67±0.59 1.06±0.77 2.78 <0.05

日间功能 1.83±0.89 1.98±1.12 0.75 >0.05

2.2　干预前后 SDS，SAS 得分比较

两组患者音乐干预前 SDS 和 SAS 得分均不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音乐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

抑郁和焦虑得分显著下降（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抑郁症患者实验干预后SDS，SAS得分比较（x± s）

维度 实验组（n=47） 对照组（n=46） t P

SDS 52.524±7.72 64.81±7.05 6.77 <0.01

SAS 49.38±5.62 57.39±7.37 5.32 <0.01

2.3　随访得分比较

音乐干预结束 3 个月之后，对所有患者进行随

访，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和消极情绪较无明

显差异（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抑郁症患者PSQI、SDS、SAS随访得分比较（x± s）

维度 实验组（n=42）对照组（n=39） t P

总分 8.88±3.69 9.50±3.10 0.98 >0.05

主观睡眠质量 1.43±0.69 1.65±0.87 1.31 >0.05

入睡时间 1.54±0.71 1.70±0.88 1.13 >0.05

睡眠时间 1.70±0.84 1.89±0.96 1.29 >0.05

睡眠效率 1.76±0.90 1.93±1.02 0.99 >0.05

睡眠障碍 1.75±0.99 1.91±0.99 0.94 >0.05

催眠药物 0.97±0.87 1.16±0.79 1.08 >0.05

日间功能 1.62±1.12 1.77±1.01 0.82 >0.05

SDS 63.14±6.87 65.35±7.54 1.49 >0.05

SAS 56.34±6.72 58.57±7.35 1.22 >0.05

3　讨论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特别容易失眠，本研究

发现 30 天的音乐干预之后，患者 PSQI 总分包括其

五个因子分均显著减少，这说明音乐疗法能显著改

善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量，这个结果与国内外音乐

干预其他疾病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7-9］。此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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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情绪亦明显减少。音乐可以改善人的大脑皮

质及边缘系统的网状结构功能，从而调整机体的神

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功能，使交感神经活动减弱，

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内啡肽分泌增加，儿茶酚

胺水平降低，达到镇静、镇痛、缓解抑郁和焦虑，

使患者放松的作用［10］。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干预不

仅效果显著，而且操作简便、安全无副作用，是值

得推广的一种干预方式。

虽然，音乐干预的效果得到多方印证，但是这

种疗效能够持续多久呢？本研究在干预结束三个月

后对被试进行随访发现，此种疗效并不持久。实验

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出现反弹，消极情绪也增加了，

这两方面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说明在三个月后音

乐干预已经失去效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跟抑郁

症疾病本身有关。首先抑郁症是一种复发率非常高

的疾病，患者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病情的反复。

其次，抑郁症的发病受到生物 - 社会 - 心理多方面

的因素的影响。在实验阶段由于和药物治疗联用，

音乐干预能对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起到一定的疗效，

但是很多患者在出院后会停止服药，可能正是这个

原因使得病情出现了反复而睡眠质量再度受损，因

此，音乐干预也许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康复手段，而

不是主要治疗方式。

综述所述，音乐干预作为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

改善的辅助措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要让抑郁

症患者恢复到正常人的睡眠质量还需要其他更加有

效的方法，这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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