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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在失眠障碍中的应用

刘　阳 、 黄丽平 、 袁　新 、 胡茂荣

【摘要】失眠障碍是以频繁而持续的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并导致睡眠满意度不足为特征的

睡眠障碍，会影响机体的社会功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睡眠障碍。失眠症状或失眠障碍的现患率在

4％～50％之间，长期严重失眠常给患者的躯体、心理、生活、工作等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

意外事故的发生。高压氧治疗作为一种新的物理治疗方式，安全性好，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的治疗，

本文就高压氧及高压氧治疗失眠障碍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失眠障碍；高压氧；物理疗法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0）05-0894-04

失眠障碍（Insomnia disorders）的治疗方法包括

非药物治疗与药物治疗两大类。综合治疗通常是最

常用的治疗方法。目前高压氧治疗应用广泛，本文

对高压氧治疗失眠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　失眠

1　流行病学 

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的心

理生理活动发生着潜在的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人

们的睡眠问题日益突出。在临床各科室的门诊中，

伴随睡眠相关问题就诊的人群比例居高不下，失眠

常常作为其他疾病的继发症状。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第 11 版（ICD-11），睡眠 - 觉醒障碍被列为一大类独

立疾病，失眠障碍是睡眠障碍的一种。据相关资料，

在中国人群当中失眠的患病率为 12％［1］。2018 年的

一项关于成年人的失眠调研显示，10 个地区中有大

约 20％的人存在睡眠问题，以失眠居多，其中有性

别差异，在女性中多见，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经济

发达地区，独居人群更易发生失眠问题。

2　发病机制 

主流的假说有两种，一种是“3P 假说”，另一

种是“过度觉醒假说” ［2］。1991 年，Spielman 最先提

出“3P 模型”这一理论，以期阐明慢性失眠的病因。

“3P”是指易感因素、促发因素、持续因素。该假说

认为，三个因素的累加突破临界值时会导致失眠；易

感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及性格特征等，对失

眠的易感程度因人而异；促发因素指的是生活应激

事件等，可以导致急性失眠或慢性失眠的发生和维

持；维持因素特指人们对失眠的应对方式反过来促进

失眠的进展。“过度觉醒假说”指出失眠与大脑调节

睡眠周期紊乱有关，在失眠患者当中，大脑皮层处

于持续兴奋状态。涉及调节睡眠周期的脑区有额叶、

顶叶、岛叶、扣带回、海马、杏仁核等。

关于失眠的发病机制，目前认为与睡眠 - 觉醒

周期的关系密切，脑干的中缝核和孤束核起着诱导

睡眠的作用，蓝斑的头部发挥着保持觉醒状态的作

用。此外，丘脑和大脑皮质也对睡眠 - 周期有一定

的影响，至于具体的作用机制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　失眠对机体的影响 

神经内分泌系统参与睡眠调节。褪黑素是一种

与睡眠时间有关的生理激素，是由松果体分泌的吲

哚类激素，通过特异受体介导，发挥调节昼夜节律

和睡眠的作用。在失眠患者中褪黑素水平降低，调

节睡眠能力减弱。人体的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

甲状腺轴、性腺轴与睡眠息息相关［3］。在失眠患者当

中，这三个内分泌轴功能亢进，分泌的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与失眠的严重程度呈

正相关。此外，IL-1ß、TNF-α等炎症性细胞因子分

泌会增加，这些因子会引起人体的血管内皮功能失

调，表现为调节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关于脑代谢的研

究表明，脑源性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分泌减少是慢性失眠患者的突出生物

学标记物［4］。BDNF 的分泌减少会促使γ- 氨基丁酸

（GABA）的减少，而 GABA 作为一种抑制性神经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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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减弱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在失眠患者中其浓

度降低，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现在一致认为失

眠患者在睡眠期间交感活性增强［5，6，7］。心脏交感活

性增强会导致心率增加、心率变异性下降，从而罹

患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长期失眠也会增加心脏

代谢疾病的相关风险，包括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和脑血管疾病等，相关的死亡风险随之增加。

失眠患者普遍会出现脑电活动、代谢、心率及

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增加的表现。以上结果表明，

失眠患者处于一种高度觉醒的状态。采用功能神经

影像学进行研究发现，失眠患者在睡眠期和清醒期

的全脑葡萄糖代谢比正常对照者高，而失眠患者在

由清醒向睡眠转化时，其清醒激发区的脑组织代谢

较正常对照者轻度降低［8］。另外，失眠患者在清醒

时，前额皮质的代谢会降低。一项采用磁共振波谱

技术的研究发现［9］，未经治疗的原发性失眠患者的

γ- 氨基丁酸比正常对照者全面下降。这种神经递质

是抑制性的，其水平升高有助于促进睡眠。高觉醒

的失眠患者，神经细胞一般处在兴奋状态，往往伴

随着细胞耗氧量不同程度的增加，随着机体代偿功

能的下降，失眠患者的脑细胞可能长期处在耗氧即

慢性缺氧的状态，这也是临床应用高压氧治疗失眠

首要考虑的重要的靶点。

二　高压氧治疗

1　发展历史 

高压氧治疗（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HBOT）

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1921 年，美国最先建造成直

径 3m、长 25m 的大型高压氧舱，当时主要用于发

绀、昏迷等重症患者的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高压氧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自 1960 年开始起步，虽然

起步较西方国家晚，但发展迅速，现在高压氧治疗

已经涉及临床各科，应用非常广泛，尤其在减压病、

气栓症、脑梗塞、心肺脑复苏、感染性疾病、一氧

化碳中毒等治疗中获得了显著的疗效。在今天由于

睡眠问题的日益突出，而高压氧治疗安全性高、操

作简单、无创，故有人尝试将高压氧治疗运用于失

眠的辅助治疗中，以探究其可行性以及疗效。

2　治疗失眠的机制 

高压氧治疗是将患者置于特殊的容器中，称之

为高压氧舱，顾名思义即可以提高氧分压的设备，

治疗分三步：第一步加压；第二步稳压；第三步是减

压。在升高的环境压力下呼吸 100％的氧气会增加

组织中的氧气张力。在 3 个绝对大气压（ATA）的条

件下，动脉血中的物理溶解氧从 0.3mL/dL 增加到大

约 6mL/dL。因此，在高压条件下呼吸会增加血浆和

组织中溶解氧之间的扩散梯度。根据 Krogh 氧气传

输的组织圆柱模型，在高压条件下，氧气在组织中

的扩散距离得以改善，从而导致在 3ATA 下距毛细

血管的扩散距离增加了 4 倍。结果，促进了向缺氧

的组织区域的氧气供应。因此，高压氧为各种潜在

的组织氧合不足的慢性疾病提供了有效的辅助治疗

策略。

在高气压的条件下，内分泌器官的血液供应相

应改变，从而会影响某些激素的合成与释放，还可

对内分泌细胞的信号转导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机体

处于高气压环境中可出现内分泌的改变。除高气压

本身的作用外，混合气体中氧气的分压对内分泌系

统亦有特别作用。高氧分压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可

以增加内分泌细胞的氧供，另一方面又可以造成氧

化应激，还可通过改变酶的活性等途径对内分泌系

统造成特别的影响。在内分泌系统中，高压氧的关

键作用部位是垂体。治疗剂量的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ation，HBO）可升高血浆 ACTH 的水平［10］。当

血中 ACTH 的浓度增加时，负反馈调节 CRH 分泌减

少，进而影响机体内分泌活动。高压氧不但直接抑

制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T4），还抑制垂体分泌促甲

状腺激素（TSH），因而可减轻甲状腺功能亢进的高

代谢症状群，从而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夜间睡眠。研

究表明，高压氧治疗能改善缺血区域的血供［11］。其

原理是高压氧可增强内皮祖细胞（EPC）和血管生成

因子的循环水平，这两种物质可以促进新生血管的

生成，通过建立通道改善血流。高压氧可以帮助修

复缺血性受损组织［12］。其机制是通过改善血管生成

促进组织愈合，从而导致更好的组织灌注，有助于

恢复正常的细胞功能。

在慢性失眠患者中，大脑组织氧供不足，能量

生成受影响，脑细胞代谢异常；而且内分泌系统功能

紊乱，激素分泌失衡，这些都成为了高压氧治疗的

潜在靶点。

现将高压氧治疗失眠的机制归纳如下：高压氧可

以促进机体的内分泌活动趋于正常，调节激素的生

成与释放，通过激素的生理作用从而调节睡眠。高

压氧可以增加血氧溶量，提高大脑后循环内的血流

量，改善脑干网状上行激活系统的血液供应不足状

态，脑细胞有氧代谢后葡萄糖利用率上升导致 ATP

生成增多，细胞的能量供应恢复后改善了神经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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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细胞兴奋性相对降低后耗氧量也降低，缺氧

状态逆转，失调的大脑皮层生理活动最终得以恢复，

进而改善机体的睡眠［13］。高压氧对心脏的影响主要

表现为改善了心肌缺血、缺氧状态，营养心肌细胞，

提高心功能，增加心输出量，继而增加了脑部血流

量，促进神经细胞新陈代谢，改善颅内动脉硬化，

促使相对缺血区的脑组织神经功能恢复，从而改善

睡眠质量。高压氧能调节细胞内一氧化氮的生成量，

可以提高抗氧化物酶的活性，有效清除自由基，从

而改善脑细胞代谢，恢复部分脑组织功能［14］。高压

氧在增加了椎动脉血流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了上行

网状激活系统和脑干的氧分压，而且改善了大脑皮

质的内抑制过程的弱化现象，从而有效的调节和控

制皮质下自主神经的功能，促进睡眠的发生。

3　应用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高压氧治疗的适应症广泛，目前应用涉及临床

各科室，其中适应症分为 I 类适应症和 II 类适应症，

应用时主要是排除禁忌症，伴有失眠症状即可考虑

应用高压氧辅助进行治疗［15］。I 类适应症包括：气泡

导致的疾病（减压病、气栓症）、中毒（急性一氧化

碳中毒、氰化物中毒）、急性缺血状态（危兆皮瓣、

骨筋膜间室综合征、挤压伤、断肢、不能用输血解

决的失血性休克）、感染性疾病（坏死性软组织感染、

气性坏疽、难治性骨髓炎、颅内脓肿、难治性真菌

感染、肠壁囊样积气症、坏死性外耳道炎）、放射性

组织损伤、创面以及其他方面（突发性耳聋、视网膜

中央动脉阻塞、脑外伤、声损性和噪声性耳聋、急

性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膜炎、急性眼底供血障碍）。II

类适应症包括：神经系统（缺氧性脑损害、急慢性脑

供血不足、脑卒中恢复期、精神发育迟滞、脑膜炎、

脑水肿、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病毒性脑膜

炎、多发性硬化、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孤独

症、非血管因素的慢性脑病、认知功能障碍、中毒

缺氧导致的神经脱髓鞘疾病）、心脏（急性冠脉综合

症、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血管系统（慢性外周

血管功能不全、无菌性股骨头坏死、肝动脉血栓）、

创面（直肠阴道瘘、外科创面开裂、蜘蛛咬伤、冻伤、

复发性口腔溃疡、化学皮肤损害、常规整形移植术

后）、中毒（四氯化碳、硫化氢、氨气、农药中毒（百

草枯中毒禁用高压氧治疗））、中毒性脑病、急性热

和化学性因素以及吸入性烟雾造成的肺损伤）。

高压氧应用的禁忌症包括：未处理的气胸、同时

服用双硫仑、同时服用抗肿瘤药物（博来霉素、顺铂、

阿霉素）、早产和（或）低体质量的新生儿。相对禁

忌症包括：胸部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呼吸道传染性病

毒感染、中耳手术围手术期、未控制的癫痫、高热、

先天球形红细胞症、幽闭恐惧症、颅底骨折伴脑脊

液漏、妊娠 3 个月以内不建议多次高压氧治疗、未控

制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闭角型青关眼、肺大疱、

心动过缓（小于 50 次 / 分）、未处理的活动性出血、

结核空洞、严重肺气肿、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4　治疗失眠的疗效 

临床上，有人将高压氧治疗用于失眠患者的辅

助治疗，发现了高压氧治疗的潜在优势。至于高压

氧治疗的参数设置，目前应用较多的模式为：压力

0.20Mpa（2ATA），升压 20min，稳压吸氧 60min，减

压 25min，1 次 /d，10d 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华

美香等［16］采用高压氧治疗（每天 1 次，持续 1 个月）

联合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老年慢性失眠患者 87 例。

该结果表明高压氧治疗有效，且治疗后睡眠相关指

标评分改善显著，但该研究未涉及高压氧的参数设

置。朱永峰等［17］采用高压氧（治疗压力为 2ATA，纯

吸氧，30 分 / 次）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失眠

患者 40 例。治疗后观察组评分降低至（4.15±1.05）

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痊愈 15 例，显效 22 例，进步 2 例，总有效率为

97.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均表明高压氧治疗对失

眠有着显著的疗效，不仅可以改善失眠的症状，还

可以提高睡眠质量，使患者的主观体验更佳，日间

的活动能力提高，高效生活工作。关于高压氧治疗

的不良反应并不多，最常见的是轻度和自限性的。

在所有患者中约有 2％发生中耳气压伤，例如出血、

疼痛、鼓膜穿孔，罕见的副作用有导致低血糖，诱

发癫痫。所以，高压氧治疗不失为一种高效、方便

易得的新型治疗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应用。

三　总结与展望

高压氧可以调节机体内分泌活动，促进体内激

素水平恢复平衡。同时可以增加椎动脉的血流量，

增加脑干网状激活系统的血供，增强有氧代谢，从

而使神经细胞兴奋性相对降低，改善大脑皮质的内

抑制过程弱化现象，促进失调的大脑皮层生理活动

恢复，增强自控能力，同时能够促进血管病变的修

复，调节中枢神经，从而改善睡眠状况。总之，高

压氧作为治疗失眠的辅助手段已取得一定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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