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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解郁胶囊对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的睡眠指数和精神状态的影响

陈　嘉 、 黄海燕 、 周伟东 、 刘秋杰

【摘要】目的　探讨疏肝解郁胶囊对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的睡眠指数和精神状态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4 月 ~2016 年 5 月本院收治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 100 例，按照给药

方式不同，将其分为疏肝解郁组和常规组，各 50 例。常规组患者给予物阿立派唑和阿普唑仑片治疗，

疏肝解郁组患者在给予阿立派唑和疏肝解郁胶囊，治疗时间均为 6 周。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治疗前后匹斯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治疗前后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分和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其按上述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疏肝解郁组患者

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每项评分及总分较治疗

前均降低，疏肝解郁组患者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疏肝解郁组

患者治疗后 BPRS 每项评分及总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疏肝解郁组患者

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常规组无明显差异（P> 0.05）。结论　疏肝解郁胶囊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

合并长期失眠患者临床疗效，提高睡眠质量，改善精神状态，以及安全性高，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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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pa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s on the sleep quality index and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and chronic insomnia　CHEN Jia，HUANG Haiyan，ZHOU Weidong，et al. Brain Hospital of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Liuzhou 545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chronic insomnia.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chronic insom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May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as subjec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50）and the control group（n=50）.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and Shuganjieyu 

Capsule for six weeks and in the meantime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aripiprazole and alprazolam.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PSQI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BPR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and ad-

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se scales’ scores 

mentioned abo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 of each item and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the score of each 

item and the total score of BPR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During the treat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adverse reaction（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long-term insomnia，Shuganjieyu capsules is clinically more effective 

and safe to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the mental state and is worth further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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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容易出现失眠症状，此症状可

发生在精神分裂症的任何时期，也可以是该疾病的

后遗症，有研究显示［1］，有 72.4％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合并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下降会导致患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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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降低，严重者将会有自杀倾向，因此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睡眠障碍显得尤为重要。有研究显示，

疏肝解郁胶囊对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和神经衰弱

等精神疾病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其主要是通过

清心安神、补肾益智、疏肝健脾等作用机制而达到

改善病情的作用［2，3］。对此本研究通过疏肝解郁胶囊

治疗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而观察其睡眠指

数和精神状态的变化研究，希望能为临床治疗该类

患者提供有利治疗方法，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4 月 ~2016 年 5 月本院收治

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 100 例，按照给药方

式不同，将其分为疏肝解郁组和常规组，各 50 例。

纳入标准：（1）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4］的诊断标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为非器质性

失眠症，睡眠紊乱每周至少发生 3 次且持续 3 个月

以上；（2）血常规、血压、脑电图等检查结果均无

异常；（3）不伴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或其他严重

精神病；（4）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分≥ 10 分，且均是首次发病。

排除标准：（1）2 个月内有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催眠

药物者；（2）对疏肝解郁胶囊过敏者；（3）孕妇或

哺育者。疏肝解郁组：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0~56 岁，平均年龄（28.63±10.56）岁，病程 0.5~1
年，平均病程（0.63±0.23）年；常规组：男性 24 例，

女性 26 例，年龄 18~54 岁，平均年龄（30.22±9.63）
岁，病程 0.5~1 年，平均病程（0.71±0.18）年，两

组患者年龄、病程、性别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且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常规组：使用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阿立派唑口崩片

（国药准字 H20060521，5 mg/ 片），起始剂量 5 mg/d，

逐渐加至 15mg，1 次 /d（2）给予阿普唑仑片（国药

准字 H11020890，0.4mg/ 片）0.8mg/ 次，每晚睡前服

用，治疗时间为 6 周；疏肝解郁组：（1）给予阿立派

唑口崩片，与常规组使用方法一致，（2）加用疏肝解

郁胶囊（国药准字 Z20080580，规格：0.36 g/ 粒，成

分：贯叶金丝桃、刺五加）治疗，2 粒 / 次，每晚睡

前服用，治疗时间为 6 周。

1.3　指标观察与疗效判断

1.3.1　疗效判断　患者各项临床症状基本痊愈

或完全好转，PSQI 评分和 BPRS 评分降低 >80％以

上，且未出现不良反应为显效；患者各项临床症状有

明显好转，PSQI 评分和 BPRS 评分降低 80％~30％，

且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为有效；患者各项临床症状

无明显改善或加重，PSQI 评分和 BPRS 评分降低

<30％，或出现较为严重不良反应为无效。

1.3.2　睡眠质量评价［5］　采用匹斯堡睡眠质量

指数（Pittsbui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进行评价，

总分满分为 21 分，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时间、睡眠效果、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

7 个指标，每个指按 0~3 分计分，累积各指标得分为

总分，总分数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PSQI 总分＞

7 分届定为有睡眠障碍。

1.3.3　精神状态评价［6］　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

（BPRS）进行评估，总分满分为 75 分，包括焦虑抑

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 5 个

指标，每个指标按 0~15 分计分，累积各指标得分为

总分，总分数越高表示精神状态越差。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百

分比（n，％）表示，行 χ2 检验，均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疏肝解郁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疏肝解郁组 50 23（46.00）25（50.00） 2（4.00） 48（96.00）

常规组 50 15（30.00）23（46.00）12（24.00） 38（76.00）

 χ2 8.31

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PSQI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每项评分及总分

较治疗前均降低，疏肝解郁组患者降低程度明显高

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PR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B P R S 评 分 ， 组 间 无 明 显

差异（P>0.05）；治疗后疏肝解郁组及常规组患者

治疗后 BPRS 每项评分及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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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且疏肝解郁组治疗后 BPRS 评分明显低

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PSQI
疏肝解郁组（n=50） 常规组（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睡眠质量 2.59±0.70 1.23±0.60ab 2.59±0.73 1.96±0.63a

入睡时间 2.54±0.82 1.34±0.75 ab 2.59±0.71 2.28±0.68 a

睡眠时间 2.51±0.60 1.31±0.88 ab 2.57±0.63 1.86±0.71 a

睡眠效率 2.08±0.92 1.14±0.76 ab 2.14±0.85 1.67±0.72 a

睡眠障碍 2.14±0.74 0.92±0.54 ab 2.06±0.82 1.75±0.68 a

催眠药物 2.09±0.96 1.03±0.43 ab 2.19±0.89 1.53±0.72 a

日间功能 1.96±0.82 0.96±0.85 ab 2.06±0.72 1.74±0.65 a

总分 14.96±5.06 7.63±5.36 ab 16.22±4.99 14.06±6.53 a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PRS评分比较（x±s，分）

评分项目
疏肝解郁组（n=50） 常规组（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焦虑忧郁 10.12±3.26 6.35±1.52 ab 9.68±3.18 7.54±1.33a

缺乏活力 11.63±4.32 7.66±2.05 ab 12.82±4.65 9.85±2.65a

思维障碍 14.65±4.16 8.55±2.15 ab 13.55±4.06 9.88±2.74a

激活性 8.69±3.26 5.96±1.56 ab 9.56±4.12 7.22±1.54a

敌对猜疑 11.63±4.09 5.44±1.24 ab 10.45±4.62 7.99±1.85a

总分 56.96±10.68 29.63±2.63 ab 54.86±11.2038.96±7.63a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比较

疏肝解郁组患者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常规组

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比较（n，％）

组别
例
数

嗜睡
头晕、
头痛

视物 
模糊

口苦
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

疏肝解郁组 50 3（6.00）2（4.00）1（2.00）2（4.00） 8（16.00）

常规组 50 2（4.00）3（6.00）1（2.00）1（2.00） 7（14.00）

χ2 0.08

P >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早期、疾病期和恢复期

均容易发生失眠，失眠症状可作为评价该疾病的严

重程度和治疗效果的指标之一［7］，主要表现为睡眠

持续障碍、慢波睡眠减少、快动眼睡眠潜伏期缩短

和其他 REM 异常 4 个方面，而目前临床上对失眠治

疗常用苯二氮卓类药物，阿普唑仑片最为常用，其

属于短效类催眠药，但长期服用容易产生反跳性失

眠、白天残留和药物依赖等不良反应［8，9］。有研究显

示疏肝解郁胶囊有清心安神、补肾益智、疏肝健脾

等作用，而达到改善睡眠的作用［10］。

对此，本研究对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

均使用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阿立派唑口崩片治疗，对

于失眠症状，常规组采用阿普唑仑片，而疏肝解郁

组给予疏肝解郁胶囊，结果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每项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均降低，疏肝解郁组

患者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常规组，可说明阿普唑仑和

疏肝解郁胶囊对精神分裂症合并长期失眠的睡眠指

数均得到较好的改善，但疏肝解郁胶囊改善的程度

高于阿普唑仑。本次研究周期较短，未发现服用阿

普唑仑患者有明显的副反应，但根据以往经验，其

安全性是令人担忧的，研究显示阿普唑仑长期服用

容易导致患者产生反跳性失眠、白天残留、抑制呼

吸、损伤认知功能和精神损害等不良后果，因此若

患者长期服用阿普唑仑，久而久之对药物就产生依

赖性，甚至产生耐药性，而疏肝解郁胶囊是贯叶金

丝桃和刺五加两味中药制成的纯中药，中医药本身

具有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等特点，使其治疗疾病有

一定优势 ［11，12］。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疏肝解郁组患

者治疗后 BPRS 评分低于治疗前，疏肝解郁组治疗

后 BPRS 评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则显示了疏肝解郁胶

囊能对患者精神状态有明显改善的作用。结果中还

显示了，疏肝解郁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评

价疗效是通过观察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PSQI 和 BPRS 评分及不良反应 4 方面进行综合性评

估，上述阐述到疏肝解郁组患者 PSQI 和 BPRS 评分

均明显低于常规组，即是疏肝解郁胶囊更能改善患

者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则能促进患者疾病的康

复，而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本研究发现疏肝解郁

组和常规组患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基本相同，

可能与本次治疗周期较短，疏肝解郁组患者出现嗜

睡、头晕、头痛可能是因为抗精神病药物导致。

综上所述，疏肝解郁胶囊能有效改善精神分裂

症合并长期失眠患者的睡眠指数和精神状态，而提

高其治疗效果，以及安全性高，值得临床进一步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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