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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舒肝解郁胶囊对失眠患者的效果及负面情绪及认知功能
的影响

宋　婧 、 李玉方 、 祝学莹 、 康宪政

【摘要】目的　分析失眠障碍患者应用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方法　将我院 91

例失眠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5 例给予认知行为疗法进行治疗，观察组 46

例增加舒肝解郁胶囊，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焦虑、抑郁负面情绪，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

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PSQI、BAI、BDI 评分评分低于对照组，MMSE 及 SF-36 评分高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有效消除失眠障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改善其认知功能，提高其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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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Shugan Jieyu capsule on insomnia and its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ONG Jing，LI Yufang，ZHU Xueying，et al. General Hospital of 
Pingmei Shenma Medical Group，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insomnia. Methods　A total of 91 patients with insomnia disor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in our hospital，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and 4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hanges of anxi-

ety，depression，cognitiv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SQI，BAI，and BDI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MSE and 

SF-36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insomnia，improv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sleep quality，and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Shugan Jieyu Capsule；Insomnia；Negative emotion；Cognitive func-

tion；Quality of life

失眠障碍是常见的疾病，患者以睡眠时间不足

和睡眠质量差为主要临床表现，由于患者晚上睡眠

不足，导致白天精力较差，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

生活，极易滋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1］。此外，长时间睡眠不足还

会导致患者认知功能降低［2］。认知行为疗法是治疗

失眠患者的首选治疗之一，但治疗周期长，见效较

慢。舒肝解郁胶囊具有安神的功用，同时其对于调

节焦虑抑郁负面情绪亦有一定改善效用［3］。本研究

旨在观察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对失眠患

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91
例失眠障碍患者，经多导睡眠图、脑电图、体格等

检查确诊符合失眠障碍诊断标准［4］，纳入标准：贝

克抑郁量表评分（BDI）>10 分，贝克焦虑量表评分

（BAI）≥ 15 分，患者意识清醒，自愿参与本研究，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药物禁忌症患者，

入组前 60d 内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处于妊娠哺乳

［作者工作单位］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平顶山，467000）。

［第一作者简介］宋婧（1983.04-），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病学。

［通讯作者］宋婧（Email：mdkkdf1@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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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女性患者，既往药物、酒精等依赖史患者。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5 例，其中男 15
例，女 30 例；年龄 38~68 岁，平均（52.93±3.95）岁；

病程 1~6 年，平均（3.39±0.33）年；婚姻状况：未婚

5 例，已婚 33 例，离异 7 例；教育程度：小学 2 例，

中学 8 例，专科及以上 35 例。观察组 46 例，其中男

17 例，女 29 例；年龄 36~71 岁，平均（52.98±3.91）
岁；病程 1~7 年，平均（3.41±0.36）年；婚姻状况：

未婚 3 例，已婚 32 例，离异 11 例；教育程度：小学

3 例，中学 7 例，专科及以上 36 例。两组患者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认知行为疗法进行治疗，分 8 周

进行治疗，第 1 周：为患者讲解治疗方案，进行心理

卫生教育，指导患者学习睡眠日记记录方法，熟记

治疗方案及步骤，明确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并通过

心理教育进行认知重建；第 2 周：复习上周学习内容，

增加睡眠限制疗法及刺激控制疗法，为患者制定睡

眠时间限制表，明确总睡眠时间；第 3 周：计算睡眠

效率，依据睡眠效率适当调整睡眠时间，评估患者

睡眠质量，及时解决患者治疗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第

4 周：了解刺激控制疗法及睡眠限制疗法实施过程中

的影响因素，为患者制定解决方案，调整睡眠时间；

第 5 周：增加渐进性肌肉训练等放松训练，指导患者

进行练习；第 6 周：由患者讲述训练成果及影响因素，

强化心理干预，调整睡眠限制时间；第 7 周：强化认

知重建，巩固训练内容；第 8 周：回顾训练过程，讨

论治疗效果，普及预防方法；观察组增加舒肝解郁胶

囊（国药准字 Z20174037）口服，2 粒 / 次，2 次 /d，

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并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 睡 眠 质 量：依 据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PSQI）进行评价，其内包含睡眠效率、日间功能、

催眠药物、睡眠障碍、入睡时间、主观睡眠质量等

7 项内容（该研究内由于对照组未使用药物，因此去

掉催眠药物选项，选取其内 6 项内容进行对比），每

项采用 0-3 分进行评价，总分越高提示患者睡眠质

量越差；（2）焦虑、抑郁负面情绪：分别采用贝克抑

郁量表评分（BDI）及贝克焦虑量表评分（BAI）评价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BDI 评分包含

21 项内容，其中 10-15 分为轻度抑郁，15-25 分为

中度抑郁，>25 分表明存在严重抑郁情绪，<10 分表

明患者情绪正常；BAI 评分包含 21 项内容，其中 <15
分表明患者情绪正常，轻度焦虑为 15-25 分，中度

焦虑为 26-35 分，>36 分表明患者存在重度焦虑情

绪；（3）认知功能：依据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评分

（MMSE）评价患者认知功能，MMSE 评分包含地点

定向力、视空间、延迟记忆、时间定向力等 7 项内

容，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认知功能越佳，

其中小学 >20 分，中学及以上 >24 分表明患者认知

功能正常；（4）生活质量：依据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

分（SF-36）进行评价，其内包含社会功能、健康变

化、活力、精神健康等 9 项内容，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降低，观察组降低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持续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紊乱 日间功能 睡眠效率

对照组（n=45） 治疗前 2.30±0.31 2.40±0.28 2.39±0.30 2.35±0.29 2.38±0.30 2.41±0.31

治疗后 1.38±0.19△ 1.29±0.22△ 1.40±0.20△ 1.43±0.15△ 1.44±0.11△ 1.25±0.13△

观察组（n=46） 治疗前 2.31±0.32 2.39±0.29 2.41±0.32 2.37±0.31 2.40±0.32 2.39±0.28

治疗后 0.65±0.08△▲ 0.59±0.06△▲ 0.61±0.07△▲ 0.63±0.05△▲ 0.59±0.06△▲ 0.58±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BAI 评分及 BDI 评分均较

观察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2.3　认知功能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MMSE 评分低于观察组患者，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51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DI及BA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BDI评分 BAI评分

对照组（n=45） 治疗前 17.35±2.21 25.20±2.51

治疗后 10.31±1.01△ 15.35±1.09△

观察组（n=46） 治疗前 17.38±2.25 25.18±2.53

治疗后 6.36±0.91△▲ 11.20±0.8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SF-36 评分各项水平均显

著低于观察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MMSE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21.23±1.19 25.91±1.01

观察组 46 21.26±1.21 28.01±0.06

t 0.1192 13.4525

P 0.4527 0.0000

表4　两组患者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45） 43.06±1.55 15.08±1.36 7.23±0.29 19.88±1.77 8.25±0.59 10.58±1.04 21.01±1.18 14.11±1.52 3.11±0.19

观察组（n=46） 48.22±0.77 18.89±0.22 8.90±0.11 22.85±1.13 9.01±0.35 13.11±0.85 23.83±0.86 18.23±0.71 4.38±0.08

t 20.0431 18.7536 36.1684 9.5622 7.4529 12.7191 13.0049 16.6245 41.393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失眠障碍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睡眠质和

量不足为主要表现的疾病［5］。睡眠对于维持机体正

常的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成年人失眠障碍的发生率约为 30％［6］。认知行

为疗法是临床上治疗失眠障碍的一线疗法之一，主

要通过纠正患者认知，调节睡眠刺激反应，缓解自

动觉醒状态等改善患者睡眠质量［7］。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 评分均显著

降低，提示两种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而观察组患者 PSQI 降低幅度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

显，提示在认知行为疗法基础上增加舒肝解郁胶囊

能够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临床分析认为，

舒肝解郁胶囊内含有的刺五加能够通过调节机体中

枢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保护神经元等，改善患者

自我感觉，产生抗疲劳、抗应激，提升患者注意力，

更利于患者进入睡眠状态［8］，联合认知行为疗法进

一步提升患者睡眠质量。

同时，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BDI 评

分、BAI 评分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提示联合治

疗能够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分析认

为，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通过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

知程度，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卫生教育等形式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虽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但是由

于个体理解差异性，短期内见效缓慢，舒肝解郁胶

囊内主要成分之一贯叶金丝桃，能够通过抑制单胺

类神经递质的重吸收，产生改善情绪的作用［9］，联

合认知行为疗法进行治疗，能够实现生理心理双重

调节，既能够从心理上改变患者观念，纠正患者认

知，同时，又能够通过药物调节机体内神经递质水

平，产生抗焦虑抑郁的效用，故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BAI 及 BDI 评分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认知是机体对活动过程认知的情况，失眠的患

者其言语功能、记忆、注意力、视觉广度等维度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10］。舒肝解郁胶囊内贯叶金丝

桃能够通过提升机体内抗氧化能力，刺五加能够通

过重建神经突触，修复损伤神经元，提升神经元存

活率，抑制 LDH 及 NO 释放，增强海马脑片长时程

效应，促进进体内 RNA、DNA 及蛋白质合成，延缓

神经细胞衰老，产生提高学习记忆能力，改善认知

功能的效果［11］，故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MMSE 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随着失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

改善，负面情绪的消除，认知功能的恢复，患者的

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亦证实这一观点。

陈嘉等［12］学者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认知行为疗法通

过重建睡眠时间，强化睡眠刺激反应，消除负面情

绪等，应用于失眠障碍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

者睡眠质量，促进认知功能恢复，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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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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