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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失眠患者生活质量及危险因素的研究

陈美玲 1，2 、 张会然 2 、 兰光华 2 、 杜向东 1 、 陈　文 2

【摘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失眠患者生活质量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 WHOQOL 分别对 

50 例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和 40 名健康对照组进行生活质量（QOL）的评估；应用 PSQI、SDS、SAS 评

定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程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及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比较 2 组的差异性及生活质量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原发性失眠组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独

立性领域、社会关系领域、环境领域和总体生活质量中评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P< 0.05）。在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中，SDS 分、PSQI 分、家族史等 3 个自变量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总分的主要因素。

结论　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生理、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等维度和总体生活质

量都有显著降低。失眠所伴随的抑郁情绪，失眠的严重程度和有无家族史是影响原发性失眠症患者

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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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and risk factors inpatients with primary insomnia 
　　CHEN Meiling，ZHANG Huiran，LAN Guanghua，et al. Suzhou Guangji Hospital，Guangji 21513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the quality of life and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insomnia.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primary insomnia（PI），well matched with 40 healthy controls（HC）in age，gender and 

education，were assessed by WHOQOL，PSQI，SAS and S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analyzed byinde-

pendent-samples t test or χ2 test，Meanwhile，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further asses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primary insomni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the 

WHOQOL in the physical，psychological，independent，social relationships，environment domains and the overall 

QOL were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I patients（P<0.05）. Multiple linearregression analysesindicated that the depres-

sion symptom，severity of insomnia and family history were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impair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PI 

patients. Conclusions　In PI patients，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hysical，psychological，independent，social rela-

tionships，environment domains and the overall QOL wereimpaired. The severity of insomnia，family history，depres-

sive symptoms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resulting in impair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P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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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失眠（Primary Insomnia，PI）［1］是指难以

入睡或（和）睡眠维持困难或睡眠后精力未恢复，病

程至少持续一个月，并且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烦恼

或者社交、职业等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排除由于

其他睡眠障碍、精神障碍、躯体疾病、酒精或者药

物等引起的继发性失眠。长期失眠会造成个体生理，

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从而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国外对于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相

关研究较多，使用的大多为健康状况问卷 SF-36。

国内对于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本研究拟以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

评估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WHOQOL）［2］、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3］、抑郁自评量表（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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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4］、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4］评定原发性失眠症患者

的生活质量、睡眠情况及焦虑抑郁程度，并研究影

响其生活质量的因素，为改善失眠患者的生活质量

提供切入点及一定的科学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原发性失眠组（PI 组）：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3 年 9 月 ~2014 年 10 月精神医学科门诊和失眠门

诊就诊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

美国 <<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 >>（DSM-

IV）中原发性失眠症的诊断标准；（2）PSQI 评分≥ 7
分；（3）年龄 18~55 岁，教育年限≥ 9 年；（4）右利

手；（5）能理解并完成全部测试；（6）获得患者及家

属的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躯体疾病

或脑器质性疾病及病史；（2）两周内服用任何精神

药物或有药物、酒精或苯二氮卓类等影响认知功能

的药物依赖者；（3）合并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的

其他精神障碍者；（4）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发作性

睡病、 不宁腿综合征等引起的睡眠障碍；（5）妊娠期

及哺乳期，色盲或色弱者。

健康对照组（HC）组：随机选取同期本院的职

工、健康体检者、实习生及陪同患者就诊的家属。

入组标准：（1）不符合 DSM-IV 中任何一项精神疾病

的诊断标准；（2）PSQI 评分＜ 7 分；（3）年龄 18~55 

岁，教育年限≥ 9 年；（4）右利手；（5）能理解并完

成全部测试；排除标准同 PI 组。

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

1.2　方法

1.2.1　量表评定　对所有入组人员进行以下量

表评定，评估时由专人负责查看确保评估的有效性。

（1）采用自编量表采集入组人员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状况、

婚姻状况、家族史、病程等项目。（2）WHOQOL 中

文版：用于测量个体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的国际

性量表。（3）PSQI：用于测查被试者睡眠质量。（4）

SAS 及 SDS：用于衡量焦虑状态及抑郁状态轻重程度

的自评量表。

1.2.2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用 SPSS19.0 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s）表示，计数资料描述采用构成比。统计推断采用 t 

检验、χ2 检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为

α=0.05，双侧，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原发性失眠症组与健康对照组一般资料及

临床特征比较

PI 组共入组 50 例，平均病程（30.98±29.76）

月，有家族史 24 例，无家族史 26 例。HC 组入组 

40 例，PI 组与 HC 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居住地、职业状况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而在 SAS、SDS 及 PSQI 评分具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见表 1。
表1　PI 组（n=50）与 HC 组（n=40）一般资料的比较（x±s）

项目 PI组 HC组 t/χ2 P值

性别（男/女） 21/29 14/26 0.458 0.498

婚姻（已/未） 35/15 30/10 0.277 0.599

居住（城镇/农村） 32/18 26/14 0.010 0.922

职业（在/非在） 42/8 32/8 0.243 0.622

教育年限 12.39±2.99 13.55±2.67 -1.916 0.059

年龄 32.84±7.73 31.93±7.63 0.561 0.576

SAS 49.62±9.76 32.44±4.05 11.291 <0.001

SDS 48.85±10.19 32.47±5.69 9.641 <0.001

PSQI 13.76±3.11 3.9±1.69 19.166 <0.001

2.2　原发性失眠症组与健康对照组 WHOQOL 

评分的比较

将 PI 组的 WHOQOL 评分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

较，除精神支柱领域外，PI 组其他领域维度和总体

生活质量中评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均 <0.01），见表 2。
表2　PI组（N=50）与 HC组（N=40）WHOQOL 评分的比较（x±s）

领域与因素 PI 组 HC 组 t P值

Ⅰ生理领域 42.09±13.29 70.28±13.21 -10.027 <0.001

Ⅱ心理领域 57.80±11.56 66.75±9.59 -4.012 <0.001

Ⅲ独立性领域 71.35±14.46 83.28±9.73 -4.471 <0.001

Ⅳ社会关系领域 61.71±11.38 69.06±11.30 -3.054 0.003

Ⅴ环境领域 59.17±10.52 65.45±11.29 -2.726 0.008

Ⅵ精神支柱 44.63±19.48 50.94±20.63 -1.488 0.140

总体生活质量 54.50±15.72 67.03±11.58 -4.351 <0.001

2.3　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 WHOQOL 得分的总分为应变量 Y，以性

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家族史、在职状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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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受教育年限、SAS 分、SDS 分、PSQI 分、病程

等为自变量，做多元逐步回归分析（a 入 =0.05，a 出

=0.10）。结果显示，在 a=0.05 的水平下，F=8.704，

R=0.602，P<0.001，有三个变量入选：X4 家族史，

X9 SDS 分，X10PSQI 分。回归方程为：Y=98.211-

9.028X4-0.572X9-1.453X10。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格 3。
表3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入选变量
偏回归 
系数 B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b’

t 值 P 值

常量 98.211 9.684 <0.001

X4 家族史 -9.028 0.290 -2.435 0.019

X9 SDS -0.572 -0.371 - 2.852 0.006

X10 PSQI -1.435 -0.304 -2.323 0.025

注：R=0.602，P<0.001

3　讨论

3.1　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原发性失眠症患者 WHOQOL 量表中

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独立性领域，社会关系领

域，环境领域和总体生存质量评分均低于健康对照

组。本研究虽然与国内外使用的研究量表不同，但

是研究结果却较为一致［5-7］。例如国外研究者 Zammi

和法国的 Leger 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1 年使用健康状

况问卷 SF-36 调查了失眠患者的生活质量，发现失

眠患者的 SF-36 所有因子显著低于健康人群［6，7］。此

外国内研究者谢永标等使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对 85 例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和 57 例健

康对照组进行评估发现失眠症患者的躯体功能，心

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总分均低于对照组，

与本研究结果也较为一致［5］。综上所述，失眠患者

确实存在生活质量的下降。

3.2　影响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关注睡眠质量、生活质

量与个体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对失眠患者

组及对照组进行了 SAS、SDA 及 PSQI 等评定，比较

发现患者组在 SAS、SDS 及 PSQI 得分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且睡眠质量更差。

Leger 研究发现在一般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的情绪维度比较中，失眠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组，而且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失眠患者

生活质量受损程度也越严重［6］。本研究发现 SDS 亦

被纳入回归方程，说明抑郁情绪是影响失眠患者总

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族史也是影响

生活质量总分的自变量之一，说明有无家族史也是

影响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家族史

的失眠患者对失眠往往会有更多的负性认知，易受

失眠亲属的影响而夸大失眠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担

心失眠会遗传给下一代，从而导致生活质量进一步

受损，然而国内外相关文献较少，家族史因素对于

失眠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还需深入探讨。

在本研究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在职状

况、居住地、受教育年限、病程等均未纳入回归方程。

而之前有关性别对于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国外研究者 Stein 发现失

眠对于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较男性更为明显，这可

能于女性的特殊生理构造和内分泌有关，也可能是由

于女性更易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而导致的［8］。而谢永

标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并未发现

性别对生活质量的影响［5］。可能是由于样本年龄及评

估量表不同所致。国内研究者谢永标研究发现已婚，

年龄越大，失眠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越高，而 Kales

等研究发现个性特点，病程也是影响失眠患者生活

质量的因素，与本研究结果较为不一致［5，9］。由于本

研究未做个性特点对于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未能得出原发性失眠症患者个性特点与生

活质量的关系，这也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此外多

导睡眠监测技术已是当今睡眠医学中的一项重要新

技术，可以记录并分析睡眠时各种生理参数，若能

将技术运用此研究，通过对失眠患者各种生理参数

的记录与分析，研究与其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可能

更能丰富此研究内容，这也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生

理，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等维度有显著

降低，并且所伴随的抑郁情绪，失眠的严重程度和

有无家族史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

治疗失眠的同时，不仅要改善睡眠质量，更要治疗

患者所伴随的情绪障碍，才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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