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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对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睡眠功能的影响

贺建军 、 张晓莉 、 李雪萍

【摘要】目的　探讨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对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睡眠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

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广泛性焦虑症患者 92 例，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 92 例患者分为对

照组及观察组，每组患者 46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正念

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睡眠功能及焦虑状态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总

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93.47％ vs 78.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6 周 PSQI 量表总分与治疗前、治疗 2 周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呈逐渐下降的趋势（P< 0.05）；治疗 2 周

后、治疗 6 周后，观察组患者 PSQI 量表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 2 周后、治疗 6 周后，

观察组患者 HAM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广泛性焦虑

症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睡眠功能及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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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ndfulness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on sleep function　　HE Jianjun，ZHANG Xiaoli，LI Xueping.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on sleep function. Methods　92 case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92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

servation group by digital random table method with 4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

ed by paroxetine，and the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with mindfulness therapy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leep function and anxiety st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cura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93.47％ vs 78.26％），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cores of PSQI of two 

patients at 6th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2th weeks after treatment 

with gradually decreased change（P<0.05）. The PSQI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weeks after treatment，6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HAMA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at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and at 6 week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Mindfulness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

ized anxiety disorder has good clinica efficacy，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 sleep function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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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对多种

境遇的过分紧张和担忧，对其生活质量及社会活动

等均造成严重影响［1-2］。目前临床上广泛性焦虑症患

者主要以帕罗西汀等药物治疗为主，但较多文献报

道，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在长期药物治疗中服药依从

性较差，以致临床疗效欠佳。正念疗法是近年来新

兴的心理治疗方法，在改善患者负面情绪中效果显

著［3-4］。为此，本研究收集了 92 例广泛性焦虑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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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治

疗对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临床症状和睡眠功能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广

泛性焦虑症患者 92 例。纳入标准：①经临床美国精

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广泛性焦虑

症诊断标准的者［5］；②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总分≥ 14 者；③年龄 >18 周岁者。排除标准：①存

在严重心、肝等脏器疾患者；②妊娠期或哺乳期妇

女。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92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及观

察组，每组患者 46 例。两组基线资料见表 1，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情况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病程（年）

观察组 46 26/20 32.12±9.21 2.63±1.11

对照组 46 27/19 32.47±9.36 2.59±1.13

t/χ2值 - 0.045 0.181 0.171

P值 - 0.833 0.856 0.864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帕罗西汀（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10950043）进行治疗，始初剂量 10mg/d，依病

情逐渐以每周增加 10mg 为阶梯递增，治疗剂量控制

20mg~50mg/d。

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正念

疗法。正念疗法内容：①静坐冥想。静坐冥想是正念

疗法训练内容中的核心内容，需要患者同时配合正

念呼吸、身体、声音和想法进行训练，通过这四个

程序以引导患者下意识、直面、客观地观察身体各

类感觉，同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情绪、思考能力直

到内部消失，以达到帮助患者直观的接纳、改善体

外刺激。②身体扫描。患者需要闭上眼睛，在内心

感受全身每个关节的位置，由头至脚的顺序逐个进

行部位扫描，主要将注意力依次集中于实时扫描的

部位上，在完成这个流程后，收回注意力，以达患

者消化不良情绪。③正念瑜伽。将正念训练结合瑜

伽，进行多种体式、动作的训练，主要强调患者拉

伸、动作的过程中进行冥想。④行禅。行禅也叫做

正念式行走，主要是一种在日常行走活动中体会冥

想的行为，在行走中强调患者脚底与地面间出现的

触觉，在每个抬脚、迈步和落脚的过程，体会身体

重心转移。两组患者均进行为期 6 周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临床疗效。根

据 HAMA 减分率进行疗效评估［6］：痊愈：患者治

疗后较治疗前 HAMA 评分减分率≥ 75％。显著

进步：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 HAMA 评分减分率 50％

~74％。进步：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 HAMA 评分

减分率 25％~50％。④无效：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

HAMA 评分减分率 <25％。临床有效率（％）=（临

床痊愈 + 显著进步）/ 总人数 ×100％。（2）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功能变化情况。采用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

估患者睡眠功能，PSQI 量表总分为 0~21 分，分数越

低表示睡眠质量越佳，PSQI 总分 >7 分为异常界值。

（3）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 评分变化情况。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

计，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描述，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为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患者（93.47％ vs 78.26％）（χ2=4.389，P=0.03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情况［n（％）］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6 37（80.43）16（34.78） 1（2.17） 2（4.34） 93.47

对照组 46 22（47.82）14（30.43）6（13.04） 4（8.69） 78.26

2.2　两组不同治疗时间点 PSQI 量表总分变化

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后 6 周 PSQI 量表总分与治疗前、

治疗 2 周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P<0.05）；治疗 2 周后、治疗 6 周后，观察组患者

PSQI 量表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

表 3。
表3　两组不同治疗时间点PSQI量表总分变化情况（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6周后

观察组 46 12.94±3.39 8.26±2.09a 5.21±1.20abc

对照组 46 12.98±3.41 10.37±2.76a 8.64±1.63ab

注：同组与治疗前相比，aP<0.05；同组与治疗2周后相比，
bP<0.05；同一治疗时间与对照组相比，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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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不同治疗时间点 HAMA 评分变化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后 6 周 HAMA 评分与治疗前、治

疗 2 周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P<0.05）；治疗 2 周后、治疗 6 周后，观察组患者

HAM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不同治疗时间点HAMA评分变化情况（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6周后

观察组 46 25.69±3.15 18.15±2.45 7.46±1.36

对照组 46 26.04±3.38 22.46±3.15 7.39±1.40

 注：同组与治疗前相比，aP<0.05；同组与治疗2周后相

比，bP<0.05；同一治疗时间与对照组相比，cP<0.05。

3　讨论

广泛性焦虑症作为临床中常见的一类慢性精神

疾病，其病情较为复杂且复发率高，多表现为自主

神经症状及肌肉紧张、运动障碍等，广泛性焦虑症

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个人的生活质量水平，同时也

是影响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之一［6-8］。既往相关文献

表明，广泛性焦虑症其主要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

其发病原因与患者脑内特定解剖区域功能异常密切

相关，在神经网络区域异常改变下，患者进而产生

焦虑情绪，在长期病情影响下，患者易出现睡眠障

碍，目前临床干预药物虽可在一定程度中改善患者

临床症状，但患者长期服药依从性及副作用往往影

响患者临床治疗效果［9-10］。

既往较多文献研究均表明，帕罗西汀具备抗抑

郁、抗焦虑作用，在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中效果确切，

作用比 TCAs 快，远期疗效比丙米嗪好，对于控制广

泛性焦虑症的病情进展效果较好［11-13］。近年来采用

心理干预手段以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的情绪及生活

质量仍然是一项研究热点，其中包括行为疗法、音

乐疗法等。正念疗法主要来源于佛教禅修，其中“正

念”指主动将意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继而对当

下事物、内心状态进行察觉的体验过程，上世纪 J. 

Kabat-Zinm 博士取其精华，结合相关心理手段将正

念疗法运用至临床心理治疗中［14-15］。本组研究中，

采用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对广泛性焦虑症患者进

行了治疗分析，整理其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临床疗

效总有效率为 93.47％，明显优于对照组 78.26％，

表明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更能提高广泛性焦虑症

患者的治疗效果。

本组研究中，观察组在采用帕罗西汀治疗的基

础上联合了正念疗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分别为静坐

冥想、身体扫描、正念瑜伽、行禅，其核心内容为

集中注意力，以觉察目前自我状态，以一个清晰、

沉静的状态引导患者下意识、直面、客观地观察身

体各类感觉，同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情绪、思考能

力直到内部消失，以达到帮助患者直观的接纳、改

善体外刺激，于此同时达到患者消化不良情绪。本

组研究治疗 2 周后、治疗 6 周后，观察组患者 PSQI

量表、HAMA 评分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进一步表明了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能显著改善患

者睡眠质量及焦虑状态，笔者集合相关文献认为，

一方面帕罗西汀可选择性地抑制 5-HT 转运体，在延

长、提高 5-HT 的作用的同时，对于其他递质并无

明显影响，另一方面结合正念疗法引导患者下意识、

直面、客观地观察身体各类感觉，从而可协调提高

患者治疗效果 ［16-18］。

综上所述，正念疗法联合帕罗西汀广泛性焦虑

症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睡眠功能及焦虑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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