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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患者抑郁和睡眠质量的关系

张大雷 、 和翠霞 、 李　静 、 张恒坡

【摘要】目的　探究痤疮患者抑郁和睡眠质量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12 月于

我院接受治疗的 84 例痤疮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抑郁水平（SDS 量表）将所有患者分为三组：正常组

（SDS 评分≤ 50 分）、轻中度抑郁组（50 ＜ SDS 评分≤ 70 分）、重度抑郁组（SDS 评分＞ 70 分），分

别有 31 例、26 例、27 例，比较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睡眠质量水平（PSQI 评分），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 SDS 评分与 PSQI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三组患者一般情况没有明显差异，三组患者在睡眠

质量评分、睡眠时间评分、睡眠效率评分、睡眠障碍评分、入睡时间评分、催眠药物评分、日间功

能评分以及总分存在差异，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 法分析显示 SDS 评分与睡眠质

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时间、催眠药物、日间功能、总分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356、

0.297、0.388、0.465、0.621、0.553、0.601、0.517。结论　痤疮患者抑郁水平与 PSQI 评分呈正相关，

临床上可以通过改善患者的抑郁水平，提高其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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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ne 
　　ZHANG Dalei，HE Cuixia，LI Jing，et 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Nursing，An-
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ne，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cne.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with acne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depression（SDS scale），recorded as normal group（SDS score ≤ 50 points），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 group（50 < SDS score ≤ 70 points），severe depression group（SDS score > 70 points）. There 

were 31 cases，26 cases and 27 cases respectively. General data and sleep quality levels（PSQI scores）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DS scores and PSQI score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Pearson 

metho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among three group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leep quality score，sleep time score，sleep efficiency score，sleep disorder score，sleep time 

score，hypnotic drug score，the daytime function score and the total score among three groups（P<0.05）.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DS score and sleep quality，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

sleep disorder，sleep time，hypnotic drugs，daytime function and total score were 0.356，0.297，0.388，0.465，

0.621，0.553，0.601，0.517.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n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sleep.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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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面部毛囊皮腺功能紊乱引起的最常见

的慢性炎症皮肤病，作为一种身心性疾病，会使患

者产生抑郁等一系列负性情绪，甚至会产生自杀倾

向［1-2］。以往的治疗仅注重诊治患者的临床症状，忽

视了对痤疮患者心理健康的治疗［3-4］。因此应该重视

对患者心理健康的治疗［5-6］。本次研究通过探究痤疮

患者抑郁和睡眠质量的关系，旨在提高痤疮患者的

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12 月于我院接受治

疗的 84 例痤疮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抑郁水平（SDS

量表）将所有患者分为三组，记为正常组（SDS 评分

≤ 50 分）、轻中度抑郁组（50 ＜ SDS 评分≤ 70 分）、

重度抑郁组（SDS 评分＞ 70 分），分别有 31 例、26
例、27 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18 岁；②无合并重

要器官病变；③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④所有患者均

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资料收集：由我院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通过面

对面交谈的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统计并记录患者

的年龄、性别、病程、受教育年限，并对患者进行

SDS 量表和 PSQI 量表调查，统计其分值。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睡眠质量水平

（PSQI 评分），并使用 Pearson 法分析 SDS 评分与

PSQI 评分的相关性。

SDS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包含 10 个正向积分

和 10 个反向积分条目，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

抑郁水平越高。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包含 7 个条

目，每个条目取值范围均为 0~3 分，分数越高，则

症状越严重，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多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病程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分组
总例
数/例

年龄/岁 男/女
受教育 
年限/年

病程/年

正常组 31 40.19±4.28 17/14 12.04±3.08 3.14±0.58

轻中度抑郁组 26 41.03±5.02 14/12 12.55±2.83 3.08±0.62

重度抑郁组 27 41.15±4.63 14/13 12.39±2.69 3.21±0.55

F 2.917 3.217 3.068 2.802

P 0.072 0.060 0.067 0.087

2.2　三组患者的 PSQI 评分比较

三组患者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入睡时间、催眠药物、日间功能、总分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三组患者的PSQI评分比较

分组 睡眠质量/分 睡眠时间/分 睡眠效率/分 睡眠障碍/分 入睡时间/分 催眠药物/分 日间功能/分 总分/分

正常组 0.53±0.09 0.49±0.11 0.55±0.12 0.46±0.10 0.48±0.07 0.51±0.06 0.52±0.13 3.44±0.38

轻中度抑郁组 1.02±0.23 1.15±0.30 1.08±0.29 1.13±0.34 1.10±0.35 1.21±0.25 1.09±0.22 9.13±1.56

重度抑郁组 2.21±0.34 2.06±0.26 2.13±0.33 2.17±0.40 2.22±0.28 2.14±0.31 2.24±0.29 15.07±2.74

F 4.214 3.916 5.024 5.381 5.556 5.793 4.507 4.876

P 0.043 0.047 0.025 0.018 0.015 0.012 0.035 0.032

2.3　Pearson 法分析

Pearson 法分析显示 SDS 评分与睡眠质量、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时间、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
表3　Pearson法分析

睡眠 
质量

睡眠 
时间

睡眠 
效率

睡眠 
障碍

入睡 
时间

催眠 
药物

日间 
功能

总分

r 0.356 0.297 0.388 0.465 0.621 0.553 0.601 0.517

3　讨论

痤疮多发于青少年面部，发病率高达 85％，不

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而且会给患者带来严

重的心理负担，出现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社会心

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会反向加重痤

疮［7-8］。痤疮患者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临床上研究

的热点之一，痤疮患者心理健康改善状况已经被临

床上看作是痤疮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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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的数据显示，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受教育年限、病程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

明痤疮患者抑郁水平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不受年龄、

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病程影响，与以往研究的结

果相似［11-12］。

痤疮患者往往伴有一定程度的抑郁和睡眠障碍，

焦虑水平越高，患者血浆内 P 物质水平越高［13］，P

物质不仅能够对肥大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单核细

胞、血管内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产生促进作用，增

加白细胞激素 -1 和白细胞介素 -6 以及肿瘤坏死因

子 -α等炎症细胞因子的以及白细胞介素 -8 的表达，

影响患者体内炎症反应，加重痤疮，给患者带来更

严重的心理负担，同时 P 物质还会刺激下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轴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降低患者

对应激的刺激阀值，导致体内出现内分泌激素和多

种神经递质的变化，调节个体昼夜生物节律，影响

睡眠状态［14］，本次研究的数据显示，三组患者的睡

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时间、

催眠药物、日间功能、总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且 Pearson 法分析显示 SDS 评分与

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

时间、催眠药物、日间功能、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

说明痤疮患者抑郁水平与睡眠障碍相互影响，抑郁

水平越高，睡眠质量越差，提示临床上应该重视痤

疮患者心理健康的治疗，改善其睡眠障碍，避免形

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痤疮患者抑郁水平与 PSQI 评分呈正

相关，临床上可以通过改善患者的抑郁水平，提高

其睡眠质量。实际上影响睡眠的因素很多，但本研

究仅仅考虑了抑郁情况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应该考

虑对更多因素进行分析，找到影响痤疮患者睡眠的

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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