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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躯体化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及焦虑情绪的影响

鲁和英 、 李淑君 、 彭启凤 、 鲁劭敏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伴睡眠障碍及焦虑情绪的躯体化障碍患者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随机数字表法将 88 例伴睡眠障碍和焦虑的躯体化障碍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4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方案；研究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心理干预措施。记录两组干预前、

干预 2 个月后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焦虑症状［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

社会支持情况［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估结果差异。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受试者 PSQI、

HAMA 评分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 0.05）。研究组受试者

SSRS 评分结果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患者（P< 0.05）；对照组患者 SSRS 评分未

见明显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心理干预疗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躯体化障碍

患者的睡眠质量及临床症状，对调节其不良情绪、提升预后恢复效果等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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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anxiety of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s
　　LU Heying，LI Shujun，PENG Qifeng，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Central Hospital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Enshi 44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omatization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complicated with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 and somatization disorder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rugs，on the basis，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sleep quality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xiety 

symptoms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and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PSQI scores and HAMA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scores of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SSR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SRS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omatization disorder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regulating their nega-

tive emotions and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Key words】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leep disorder；Anxiety；Somatization disorder

躯体化障碍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症，其发生多

同遗传、性格、社会、心理等因素相关［1］，患者常因

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而反复就诊，不

仅对其生活质量影响较大，还易浪费医疗资源，不

利于医疗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目前临床对躯体化

障碍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发现度洛西汀等抗

抑郁类药物在缓解相关症状、平复不良情绪等方面

有较高价值［2］，但受药物敏感性和耐受力的影响，仍

有部分患者在用药后难以获得理想疗效，易因此耽

误最佳治疗时机，于其预后恢复不利。对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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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选取 88 例伴睡眠障碍和焦虑症状的躯体化障碍患

者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心理干预对伴睡眠障碍及焦

虑情绪的躯体化障碍患者预后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2 月于我院就诊的 88
例伴睡眠障碍和焦虑症状的躯体化障碍患者为研究

对象，均同时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3］中躯体化障碍诊断标准及《焦虑障碍防治指

南》［4］中轻度焦虑症相关诊断标准，伴有 3 个月以上

的睡眠障碍。排除：①年龄不足 18 岁或超过 80 岁者；

②过敏体质或相关治疗禁忌症者；③入组前 4 周内服

用抗精神药物或抗抑郁药物者；④文化程度不足以配

合相关量表评估者；⑤合并意识障碍、严重器质性病

变、自身免疫性疾病、全身性疾病或重要脏器功能

障碍者；⑥严重焦虑症患者；⑦合并抑郁症、精神分

裂症、偏执性精神病或有自杀倾向者；⑧孕期或哺

乳期妇女。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4
例。研究组中男、女比例为 1.750：1（28/16），年龄

为 43~77 岁，平均（58.6±5.3）岁；病程情况：躯体

化障碍（2.2±0.9）年，焦虑症（1.3±0.6）年，睡眠

障碍（6.6±2.4）个月。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1.444：

1（26/18），年龄为 40～76 岁，平均（58.5±5.4）岁；

病程情况：躯体化障碍（2.1±1.0）年，焦虑症（1.4
±0.5）年，睡眠障碍（6.5±2.3）个月。两组受试者

上述基数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通过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

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后均自愿参加。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参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第 3 版）》［3］及《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4］中

相关要求及治疗规范予以对症治疗措施：盐酸度洛

西汀肠溶胶囊（规格：20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61263），10mg/ 次（起始剂量），bid；1 周后可根

据实际情况逐渐增加剂量至 20mg/ 次，bid+ 阿普唑仑

片（规格：0.4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1020890），

0.4mg/ 次（起始剂量），tid，用量可按需递增，最大

应≤ 4mg/d。两组患者用药剂量及给药方式均一致，

持续治疗 8 周。

研究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心理干预措施：

①培养良好的护患关系：通过认真倾听患者主诉、轻

声细语同患者交谈等方式了解其家庭情况，掌握其

心理状态，摸清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尊重并理解患

者，多渠道予以其倾诉机会，取得其信任，与患者

之间建立起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通过换位思考，

体谅患者，予以其安全感；根据掌握的基本情况拟定

心理疏导方案。②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健康普及教

育：从观看宣传册、宣传视频、宣传海报、聆听讲

座等方式中选择患者感兴趣的一种作为健康教育顺

利开展的介质，使其加深对躯体化障碍及焦虑症的

认知程度，了解疾病的表现、发病原因、主要治疗

措施及预后恢复情况等信息。③提供家庭及社会支

持：告知患者亲属、朋友家庭及社会支持在患者情绪

控制及病情缓解方面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使其在日

常生活中予以患者生活、情感支持，消除患者孤独、

无助的负面情绪，以稳定并维持最佳心理状态。④

指导调控情绪及自我控制的方法：向患者传授缓解焦

虑症状的方法，如转移注意力、深呼吸、将焦虑对

象分为数个小目标逐个克服、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

像可信赖者倾诉、予以积极的自我暗示等；倾听患者

的烦恼和焦虑情绪产生原因，帮助其克服消极思想，

减轻其精神压力；通过列举典型成功案例、告知良好

预后患者占比数据等方式消除其疑虑，重建治疗信

心。⑤抗睡眠障碍疏导：睡前静止剧烈运动，可通过

足浴、饮用温牛奶等方式帮助睡眠；指导患者控制不

良情绪，放松身心，避免回忆引起情绪波动的事物，

以改善睡眠质量。

1.3　观察指标

经双盲法评估并记录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8
周时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5］］、焦

虑症状［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6］］及社会支持

情况［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7］］评估结果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将相关数据输入至统计学软件 SPSS19.0 中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以

P<0.05 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改善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PSQI 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受试者 PSQI 评分结

果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期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干预前后焦虑症状改善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A 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 8 周后，两组受试者 HAMA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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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

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两组干预前后PSQI评估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8周时 t P

研究组 44 16.3±2.9 7.2±1.6 18.225 0.000

对照组 44 16.5±2.7 10.6±2.5 10.636 0.000

t - 0.335 7.598

P - 0.739 0.000

表2　两组干预前后HAMA评估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8周时 t P

研究组 44 20.6±3.7 11.8±2.6 12.908 0.000

对照组 44 20.4±3.8 15.5±3.0 6.713 0.000

t - 0.250 6.182

P - 0.803 0.000

2.3　两组干预前后社会支持情况改善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SRS 量表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 8 周后，研究组受试者 SSRS 评分

结果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 SSRS

评分未见明显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干预前后SSRS评估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8周时 t P

研究组 44 22.3±4.4 34.6±6.8 10.073 0.000

对照组 44 22.6±4.2 22.8±4.8 0.208 0.836

t - 0.327 9.404

P - 0.744 0.000

3　讨论

当前，临床对于躯体化障碍患者多建议采取心

理、药物结合治疗的方式，首先重视医患关系的和

谐、互信，同时辅以积极的心理干预措施，使患者

逐渐了解躯体化障碍的性质，及时纠正其错误的治

疗观念，减轻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临床研究发现，心理因素不仅是影响躯体化障

碍的主要原因，其还同多种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8］。

社会支持度低、负性生活事件、精神压力大等均可

造成情绪波动，若负面情绪长期积聚而未及时疏导，

可激活神经 - 内分泌系统，加快儿茶酚胺、肾素、

血管紧张素等分泌速度［9］，使机体内相关物质浓度

过高，诱发系列脏器组织病理性改变，从而威胁患

者健康安全。躯体化障碍患者多思虑过重、情绪过

激且性格敏感，过于固执己见、偏信己方主张，不

易于接纳其他观点，使得其难以对疾病本身认知全

完，从而抗拒治疗，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虽目前临床研究证实，抗抑郁药物能在一定程度

上调节患者不良情绪、缓解其躯体化障碍症状［10］，但

部分患者仍受排斥治疗或依从性较差等原因影响，难

以获得理想疗效，于其病情转归不利。对此，积极有

效的心理干预就在保障躯体化障碍患者顺利完成治疗

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发现，在常规对症治疗

基础上予以心理干预措施的研究组患者不仅焦虑情绪

改善效果明显优于仅使用药物治疗的对照组受试者，

其临床症状改善效果及症状调控效果也明显优于对照

组，同陈文泽等［11］报道结论基本一致，证实在药物治

疗基础上予以躯体化障碍患者心理干预措施，能通过

认知干预、健康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培养正确的自我认

知能力、加深其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了解积极有效的

治疗干预对病情转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其思想

观念，逐渐由盲目治疗或抗拒治疗转向积极配合治护

工作，以此减轻负面情绪及躯体不适症状对身心健康

的影响，获得较理想的治疗效果。在心理干预前，同

患者建立和谐、互信的护患关系，不仅能促进治护工

作的顺利进行，还可消除患者疑虑、提高其治护依从

性，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发生。

除临床症状及睡眠质量等调控效果外，本研究

还就两种治疗方案对躯体化障碍患者社会支持情况

的改善效果予以分析，发现研究组患者治疗 8 周后，

SSRS 评分结果明显高于同组治疗前及同期对照组受

试者检测结果，证实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预能使躯体

化障碍患者通过良好的社会支持分担生活及精神压

力、消除焦虑情绪，为其理想的预后提供条件。董

香丽等［12］学者也在报道中得到类似结论，其认为家

庭是躯体化障碍患者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家

庭成员、亲朋好友的情绪及态度对患者治疗、康复

进程影响较大。若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家属以鼓励、

柔和的态度与其接触，鼓励患者走出家庭、多与他

人交往，将帮助其合理疏导负面情绪，建立积极、

向上的情感表达方式，通过培养兴趣爱好、转移注

意力的方式消减压力、缓解病情。

本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受样本量、受试者

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仍有部分结论存在深入探究空

间，可最大限度排除相关干扰因素后将其作为后续研

究课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此获得更严谨的报道结果。

综上所述，临床可将药物联合心理干预疗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