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5 期 - 887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睡眠障碍与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程丽娟 、 周勇杰 、 房茂胜 、 瞿　胜 、 江　萍

【摘要】目的　探讨睡眠障碍对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二阶段的调查设

计，首先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筛查情绪障碍患者，总分≥ 8 分者再接受诊断评估及睡眠质量、抑郁

严重程度、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和生存质量的评估。最终 667 例纳入分析。结果　匹兹堡睡眠质量

量表总分≥ 7 分者 454 人（68.07％），有睡眠障碍较无睡眠障碍者在生理和心理领域生存质量更差（P

分别为 0.012，0.006），控制其他混杂变量后，睡眠障碍仍与此两个领域的生存质量负相关。结论　

睡眠障碍可能为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低生存质量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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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HENG Lijuan，ZHOU Yongjie，FANG Maosheng，et al，Affi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Tongji Medi-
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leep disturbance（SD）on quality of life（QOL）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 Methods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ed two steps，first，the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were screened with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who with a total HADS scores ≥ 8 

were interviewed according to DSM-IV，patients diagnosed MDD were further assessed for their sleep quality，sever-

ity of symptom，social support，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and QOL. A total of 667 patients was diagnosed with MD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social support，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sleep quality and QOL of these subjects were 

assessed. Results A total of 454 participants（68.07％）was classified into the SD group defined by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total score ≥ 7，and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SD，those with SD scored lower i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OL domains. According to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SD remain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oor QOL. Conclusion SD may be one of the risk factors of poor QOL in patients with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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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抑郁障碍（MDD）预计到 2020 年将成为

导致全球疾病负担增加的第二大疾病，其生存质量

（QOL）显著低于健康人群，甚至比常见慢性病患者

更低［1］。与此同时，约 90％以上的 MDD 患者以睡眠

障碍（SD）作为就诊主诉，包括入睡困难、睡眠中

断、早醒等［2］。SD 对抑郁症发生、疗效、临床结局、

病程和预后都有重要影响［3］。Kyle 等［4］发现失眠影

响到 QOL 的多个区域。Lee 及其同事［5］的研究则指

出 SD 与中、老年人的 QOL 独立相关。然而，相对

于其他慢性病甚至精神分裂症，MDD 患者 QOL 的研

究较少，SD 是否与 MDD 患者 QOL 独立相关值得进

一步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1 月，在本

院门诊就诊的情绪障碍患者。本研究先用医院焦虑

抑郁量表（HADS）筛查，再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 Ⅳ）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访谈。初筛 1540 例，排除 HADS 评分＜ 8 分、未完

成筛查量表和拒绝进一步访谈的患者，共 667 例患

者进入第二阶段诊断访谈。MDD 患者纳入标准：①

符合 DSM- Ⅳ中 MDD 的诊断标准 ; ②年龄：18～75
岁，性别不限 ; ③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 ④自愿参加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MDD 患者排除标准：①既往有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 武汉，430012)。

［第一作者简介］程丽娟（1980.03-），女，湖北武汉人，本科，主管护士，研究方向：重性精神障碍的个案管理。

［通讯作者］周勇杰（Email：qingzhu11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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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史、脑部疾患史或其他精神疾病史 ; ②精神

发育迟滞 ; ③器质性疾病及治疗或药物滥用等所致的

继发性抑郁症 ; ④对调查不合作或不能有效完成者。

本研究已获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工具

自编一般资料问卷，收集人口学信息。HADS

作为焦虑和抑郁的筛查工具，总分≥ 8 分为筛查焦

虑或抑郁情绪障碍的界值［6］。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

表（PHQ-9）用于评估抑郁严重程度，总分（0-27）

越高抑郁程度越重。社会支持量表（SSRS）包括主

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7］，总得分和

各分量表得分越高则社会支持程度越好。艾森克人

格问卷（EPQ），包括神经质、精神质、内外向及测

量的真实性四个分量表，用于分析 MDD 患者的人格

特质或结构。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用于评定

被试者最近一个月的睡眠质量，包括睡眠障碍、日

间功能等 7 个因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越高，表示

睡眠质量越差，以总分 7 分作为有无睡眠障碍的界

值［8］；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量表简化版（WHOQOL-

BREF）包含生理、心理、环境和社会关系 4 个领域

（0～100 分），相对于 WHOQOL-100 同样具有较好

的信度、效度。

1.3　数据整理与分析 

采用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

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值 ± 标准差”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或 F 检验，社会支持及人格特

征与 QOL 的相关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并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双侧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 667 人（18～71 岁），平均年龄为

31.0±10.9 岁，其中男性 301 人（45.1％），未婚、离

异或独居者 318 人（47.7％），中专或高中及以上者

（＞ 9 年）85.0％，离职或失业者 34.2％，家庭月收

入 3000 元以上者 65.2％。

2.2　有睡眠障碍和无睡眠者生存质量的比较

共有 SD 者 454 例（68.07％）。据表 1，有 SD 者

除了环境领域外，各领域 QOL 得分均较无 SD 者低，

且在心理和生理领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郁严重程度、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支持

及人格特征与 MDD 患者生理和心理领域 QOL 的关系

各抑郁严重程度之间，除了环境领域的 QOL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5），MDD 患者 QOL

均随着抑郁严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P<0.001）。社

会人口学因素中仅婚姻（P 分别为＜ 0.01，0.017）及

职业（P 均＜ 0.01）在生理和心理领域 QOL 的评分差

异显著。据表 2，社会支持与生理和心理领域 QOL

评分正相关，艾森克人格量表中神经质、精神质得

分与此两个领域评分呈负相关，内外向因子得分则

与之呈正相关。
表1　MDD患者有睡眠障碍和无睡眠障碍QOL的比较（x±s）

QOL变量 有睡眠障碍 无睡眠障碍 t P

生理领域 36.04±11.25 38.44±10.88 2.53 0.012

心理领域 30.75±13.37 34.02±14.83 2.78 0.006

环境领域 46.33±13.24 46.28±14.50 0.05 0.962

社会关系 42.98±15.86 45.85±16.89 1.78 0.076

表2　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QOL的相关性分析（γ）

各量表分
生理
领域

心理
领域

环境
领域

社会
关系

主观支持 0.18 0.19 0.19 0.33

客观支持 0.12 0.13 0.18 0.20

对支持的利用度 0.16 0.17 0.11 0.19

社会支持总分 0.20 0.21 0.22 0.34

神经质 -0.13 -0.23 -0.11 -0.17

精神质 -0.13 -0.10 -0.20 -0.14

内外向 0.21 0.28 0.12 0.30

2.4　多因素分析睡眠障碍与 MDD 患者生理领

域和心理领域 QOL 的关系 

以各领域 QOL 作为因变量，QOL 各影响因素

作为自变量，分别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

表 3，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后，SD 与生理和心理领域

QOL 仍独立相关。

3　讨论

精神疾病中抑郁症与最严重的 QOL 损害相关［9］。

而其 QOL 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外，也与个体的年龄、

性别及所遭遇的生活事件、获得的社会支持、人格

特征、睡眠质量，甚至自杀行为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研究也发现离婚或单身较已婚 QOL 更差，失业较

在职状态的 QOL 更差，但未发现年龄、家庭收入和

受教育程度在 QOL 上有显著的差异，此可能与研究

人群基本来源于大城市有关。本研究中 MDD 患者

SD 发生率达 68.07％，高于亢明等报道的 61.8％［10］，

此可能与其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小有关（仅 34），也

可能与调查均为重性精神病专科门诊患者、病情普

遍较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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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MDD 患者有和无 SD 的 QOL，发现有 SD

者在生理和心理领域 QOL 更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在调整了婚姻、职业、社会支持、抑郁严重程

度及人格特征之后，SD 仍与此两个领域的 QOL 负

相关，此与 Kallestad 等［ 11］的研究基本一致。长期存

在 SD 对健康的伤害不容忽视，不仅导致人体生理机

能紊乱，也会影响注意力、精细操作能力、记忆力、

学习效率及创造性思考力等，可以说睡眠将直接关

系到我们的 QOL。由此，SD 不仅为 MDD 发病的风

险因子，为 MDD 复发、治疗依从性差及高自杀风险

的预测因子，也可能为 MDD 患者低 QOL 的风险因

子。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特别关注抑郁患者普遍

存在的睡眠问题，及时评估和干预去其 SD 以促使患

者更好的康复。本研究为横断面的研究，研究结果

并不能证实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通过纵向队列

研究或长期随访确定 SD 与 QOL 结局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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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SD与生理和心理领域QOL相关性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自变量
生理QOL 心理QOL 

B t P  B t P

PHQ-9总分 --0.806 --7.377 . ＜0.001 -1.358 -10.715 ＜0.001

E量表 0.305 3.104 0.002 0.506 4.446 ＜0.001

P量表 -0.415 -2.660 0.008 -0.371 -2.052 0.041

N量表 -0.039 -0.350 0.727 -0.315 -2.420 0.016

睡眠障碍 -1.194 -2.313 0.021 -1.669 -2.785 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