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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索茶碱联合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对合并精神障碍的OSAHS患者的疗效 

高李玉 1 、 王海容 1 、 贺　蓉 1 、 涂　宏 2

【摘要】目的　探究多索茶碱联合持续正压通气（CPAP）治疗对合并精神障碍的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为 2014.1~2017.2 之间我院收治的合并

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 74 例，随机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各 37 例。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 CPAP 治

疗，联合组患者则在 CPAP 治疗基础上给予多索茶碱，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4 周，对比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的多导睡眠监测系统参数变化情况，并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睡眠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多导睡眠监测系统各项参数对比均无显著差异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改善，且联合组的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组间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PSQI 评分均降低，且联合组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联合应用多索茶碱及 CPAP 治疗可更有效的改善合并精神障

碍的 OSAHS 患者的睡眠和呼吸状况，从而使患者更好地配合完成治疗及保证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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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oxofylline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on patients with OSAHS compli-
cated with mental disorder　　GAO Liyu，WANG Hairong，HE Rong，et al. Department of Bronchoscope Respira-
tory Center in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oxofylline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o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complicated with mental dis-

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ith OSAHS complicated with mental disorder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to February 2017.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mbin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PAP alone. The patient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xofylline and CPAP together. The treatment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as 4 weeks.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y the change of polysomnography monitoring system parameters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to evaluate the improvement of sleep qualit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polysomnography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param-

eters mentioned above in both groups were improved，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bin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PSQ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PSQI scores mentioned above in both groups were decreased，and the PSQI 

scors of the combine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

tion of doxofylline and CPAP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and breath status of OSAHS patients with men-

tal disorders，so that patients can better cooperate with the treatment and ensure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Key words】Mental disorder；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Doxofylline；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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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患者表现

为睡眠期间睡眠打鼾伴呼吸暂停和白天嗜睡，原因

为上呼吸道塌陷和闭塞，从而导致高碳酸血症和间

歇性低氧的发生［1］。但对于合并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而言，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和配合度较差，严重的影响治疗效果，且目前

关于合并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治疗国内相关研

究文献仍不多。多索茶碱是临床常用的一类磷酸二

酯酶抑制剂，能够有效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改善患

者的呼吸通气功能。本文就多索茶碱联合正压通气

（CPAP）治疗合并有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的疗效

进行了研究评价，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4.1~2017.2 之间我院收治的

合并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 74 例，采用数字表法

随机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7 例，联合组包

括男性 21 例，女性 16 例，年龄 25~56 岁，平均（42.3
±7.5）岁，合并精神分裂症 28 例，躁狂症 7 例，抑

郁症 2 例；对照组包括男性 20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3~55 岁，平均（41.8±7.2）岁，合并精神分裂症 29
例，躁狂症 6 例，抑郁症 2 例。两组患者在基线资

料对比上无显著差异（P>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

眠呼吸疾病学组制定的 OSAHS 相关诊断标准［2］；

2. 可耐受 CPAP 治疗；3.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ICD-10）相关上述精神疾病诊断标准［3］；4. 患者目

前服用的抗精神病药物及其他药物可以与多索茶碱

同服；5. 患者或监护人知情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

1. 鼻息肉、咽部肿瘤等气道结构异常者；2. 合并甲状

腺功能减退症等干扰因素者；3. 重叠综合症所致慢性

低氧改变者；4. 有严重躯体疾病或脏器功能不全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 CPAP 治疗，患者夜间采

用 S1100 型全自动单水平呼吸机进行 CPAP 治疗，呼

气末压设置为能基本消除呼吸暂停和低通气时的最

小压力值，至少保持每晚治疗 4h。联合组患者则在

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多索茶碱治疗，给予患者多索茶

碱片（国药准字：H20000076）0.4g/ 次，2 次 /d 口服。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4 周。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采

用睡眠监测诊断系统进行睡眠呼吸情况的监测，监

测时间至少 7h/d。统计多导睡眠系统参数，包括呼

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睡眠呼吸障碍最低动脉

氧分压（LSaO2）、平均 SaO2（MSaO2）、SaO2 ＜ 90％

时间、最长睡眠呼吸障碍时间。

1.4　评价方法

对 比 治 疗 前 后 两 组 患 者 的 A H I 、 L S a O 2、

MSaO2、SaO2 ＜ 90％时间、最长睡眠呼吸障碍时间

改善情况。并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4］评

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睡眠质量改善情况，该量表

包括睡眠质量、日间功能、睡眠时间、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催眠药物、睡眠障碍共 7 个维度，分值

越高则说明睡眠质量越差。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处理，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

（n，％）表示，组间对比用卡方（χ2）检验，检验水

平α=0.05。

2　结果

2.1　多导睡眠监测参数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多导睡眠监测系统各项参数对

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组在呼吸暂停

低通气指数（AHI）、睡眠呼吸障碍最低 SaO2（LSaO2）、

平均 SaO2（MSaO2）、SaO2 ＜ 90％时间、最长睡眠呼

吸障碍时间较治疗前均改善，且联合组上述指标改善

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多导睡眠监测参数统计对比（x±s）
组别 时期 AHI（次/min） LSaO2（％） MSaO2（％） SaO2＜90％时间（s） 最长睡眠呼吸障碍时间（s）

联合组（n=37） 治疗前 14.6±2.3 82.9±5.1 89.1±2.9 46.1±6.8 113.2±19.2

治疗后 7.3±1.2#* 94.8±5.1#* 97.0±1.4#* 17.3±5.2#* 49.2±6.8#*

对照组（n=37） 治疗前 14.5±2.4 83.6±5.4 89.2±3.1 45.7±6.9 113.5±17.4

治疗后 12.1±2.0# 88.7±4.9# 93.4±2.2# 29.4±7.1# 73.7±9.1#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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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OSAHS 患者夜间频发短暂的上气道狭窄和塌

陷，导致反复性通气障碍，引发低氧血症及高碳酸

血症［5］。相关研究表明［6］，OSAHS 引起的夜间呼吸

暂停和通气障碍会增强交感神经活性，最终导致血

压异常增高，甚至引发多种并发症。目前 CPAP 是

最常见的治疗方案，CPAP 能够为上气道提供正压，

改善患者睡眠期间出现的上气道狭窄和塌陷情况，

降低了低氧血症的发生率及交感神经活性 ［7］。

目前关于合并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相关治

疗研究国内文献报道仍不多。有文献研究显示［8］，

OSAHS 会导致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程度加深，其

原因一方面是 OSAHS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睡眠治

疗，导致患者日间功能降低，生活质量的降低进一

步加剧了患者负面情绪的发酵［9］；另一方则是由于

OSAHS 能够诱导胰岛素抵抗，导致血管内皮舒缩功

能异常改变，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活性

增强，内分泌系统的改变导致患者出现精神方面的

障碍［10］。如果未能及时改善患者的 OSAHS 症状，则

会形成恶性循环。但在实际临床治疗中发现，由于

精神症状的影响，患者很难配合完成全程的 CPAP

治疗，仅能通过增强护理巡视来确保患者夜间 CPAP

治疗时间达到 4h 以上，而即使如此也不同程度的影

响了患者的睡眠质量。多索茶碱属于磷酸二酯酶抑

制剂，能够有效的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改善患者的

气流受限表现，口服吸收良好［11，12］，动物实验表明

多索茶碱能够抑制血小板活性因子的合成，改善肺

功能，提升机体的抗氧化能力［13］。因合并精神障碍

的 OSAHS 患者治疗配合性差，因此快速有效地缓

解患者不适，可以促使患者更好配合完成治疗。联

合应用多索茶碱和 CPAP 其目的在于更好的改善患

者的呼吸通气状况，改善上气道狭窄，即使患者在

CPAP 治疗效果较差的情况下也仍能保持良好的上

气道通气状况。从本次研究数据来看，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多导睡眠监测参数均有显著改善，但联合组

的各项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多索茶

碱联合 CPAP 治疗效果要显著优于单纯应用 CPAP 治

疗。从睡眠质量改善情况来看，联合组患者治疗后

在睡眠质量、日间功能、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及总

分改善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在 CPAP 治疗

基础上多索茶碱可更好的增加呼吸中枢兴奋性，改

善患者的睡眠呼吸状况，从而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睡

眠质量。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多索茶碱可更有效的改善

合并精神障碍的 OSAHS 患者的睡眠呼吸障碍状况，

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提高患者的治疗配

合度和依从性，即使有精神症状的干扰也能保证全

程治疗的顺利进行及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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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SQI 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各维度评分对比均无

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在睡眠质量、日间

功能、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及总分均较治疗前改善，

且联合组改善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SQI评分统计对比（x±s，分）
组别 时期 睡眠质量 日间功能 睡眠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 催眠药物 睡眠障碍 总分

联合组（n=37） 治疗前 2.6±0.4 2.5±0.3 2.2±0.3 1.7±0.2 1.6±0.2 1.4±0.3 2.1±0.4 14.1±0.7

治疗后 1.2±0.3#* 1.4±0.2#* 1.3±0.3#* 1.5±0.3 1.5±0.2 1.3±0.2 1.1±0.2#* 9.3±0.4#*

对照组（n=37） 治疗前 2.6±0.4 2.5±0.4 2.1±0.2 1.7±0.3 1.6±0.2 1.4±0.3 2.1±0.5 13.9±0.6

治疗后 1.8±0.3# 1.9±0.3# 1.8±0.4# 1.6±0.3 1.6±0.2 1.3±0.4 1.7±0.3# 11.7±0.4#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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