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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药物联合心理疗法对青年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

马建法 、 顾亚亮 、  刘会星 、 邵秋季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年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应用常规药物联合心理疗法干预后效果。方法　将

我院 1�0 例青年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 例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观察组 �� 例增加心理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精神心理状态、细胞因子水平、神经功能及睡眠质

量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

胞介素 -1β（IL-1β）水平、睡眠潜伏期（SL）时间及觉醒次数（AT）均低于对照组，总睡眠时间（TST）

高于对照组（P<0.0�）。结论　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增加心理疗法，能够有效改善青年卒中伴睡眠

障碍患者精神心理状态，调节细胞因子水平，提升睡眠质量，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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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vention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on young strok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A Jianfa，GU Yaliang，LIU Huixing，et al.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vention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terven-

tion in young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150 young strok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7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

tional drugs，while 7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ed psychotherapy. The mental state，nerve function 

and sleep quality and the levels cytokin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score, tumor necrosis factor - α (TNF - α), interleukin-1 β (IL-1 β) levels，sleep la-

tency （SL）time and wake-up times （A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total 

sleep time （TST）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ding psychological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of young strok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

ders，adjust the level of cytokines，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rve function.

【Keyw ords】Psychological therapy；Stroke；Sleep disorders；Mental state

脑卒中起病急，进展快，预后差的特点［1］。中老

年人是脑卒中的高发人群［2］，近年来，卒中的发病年

龄逐渐年轻化，青年卒中在卒中的总发病率中可占到

14％，严重危及青年人群的身心健康。青年卒中患者

多合并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障碍，如不能

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不利于疾病的转归。传统药物治

疗效果欠佳。合理的心理指导可能可以改善患者精神

状态，提升患者睡眠质量，且患者接受程度高［3］。本

研究旨在观察，心理疗法联合常规药物应用于青年卒

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50
例青年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经 CT、经颅多普勒

超声等检查确诊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4］，经多导睡

眠图、脑电图等检查符合睡眠障碍诊断标准［5］，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15 分，纳入患者年龄

18～45 岁，患者及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情，自愿参与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州，4�0000）。

［第一作者简介］马建法（1�81.0�-），男，河南郑州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病及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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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药物禁

忌症患者，合并肢体功能障碍需长时间卧床者，既

往精神病史患者，近期采用抗精神药物治疗患者，

有药物或酒精依赖史患者，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

者，合并严重肢体功能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75 例，男 41 例，女 34 例；年

龄 28～44 岁，平均（35.39±3.11）岁；病灶部位：脑

干卒中 15 例，大脑皮质下卒中 17 例，大脑皮质卒

中 20 例，小脑卒中 23 例。观察组 75 例，男 43 例，

女 32 例；年龄 29～43 岁，平均（35.41±3.13）岁；

病灶部位：脑干卒中 16 例，大脑皮质下卒中 18 例，

大脑皮质卒中 19 例，小脑卒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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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控制病情，维持水电

解质平衡，控制血糖水平，降压，同时给予氢氯吡

格雷（国药准字 J20180029，规格 75mg*7s）口服，

75mg/ 次 /d，阿司匹林（国药准字 H32026317，规格

25mg/100s）口服，100mg/ 次 /d，阿托伐他汀（国药准

字 H20051407，规格 10mg*7s）口服，20mg/ 次 /d，地

西泮（国药准字 H21022887，规格 2.5mg）口服，睡

前服，5-10mg/ 次 /d；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增加

心理疗法联合治疗，（1）情绪宣泄，积极与患者交流，

取得患者信任，耐性倾听患者倾诉，引导患者宣泄

负性情绪，30-40min/ 次，2-3 次 / 周；（2）矫正认知，

明确患者对疾病、治疗方法、预后的认知，对于正

确内容进行肯定，错误方面结合专业知识进行讲解，

纠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20-40min/ 次，首周进行 3
次，第 2 周 2 次，第 3、4 周均进行 1 次；（3）放松训

练，训练环境保证安静，体位保持舒适，用语言结

合握拳 - 松拳动作引导患者放松，促进心情舒缓，肌

肉放松，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并感受呼吸过程及

放松状态，20min/ 次，2 次 /d；（4）睡眠刺激控制疗

法，标准如下①有睡意时才可上床，②卧床 20min 不

能入睡者，应立即离开床面，在有睡意时方可休息，

③上床后禁止进行与睡眠无关活动，④定时起床，

⑤日间不可入睡，由医护人员与家属共同监督实施，

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4 周并对比治疗效果。

1. �　观察指标

 （1） 精 神 心 理 状 态：依 据 汉 密 顿 抑 郁 量 表

（HAMD）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进

行评价，HAMD 评分内包含 17 项内容，其中总分数

<8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无异常心理状态，总分在

8-20 分提示可能存在抑郁情绪，总分数为 20-35 分提

示肯定有抑郁情绪存在，分数 >35 分表明患者存在严

重抑郁状态；HAMA 评分内含有 14 项内容，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无焦虑情绪，总分在 7-13分，表明可能有

焦虑情绪，总分在 14-20 分表明有明显焦虑情绪，总

分在 21-28 分提示有严重焦虑情绪，总分≥ 29 分表明

有严重焦虑情绪；（2）细胞因子水平：抽取空腹静脉

血 3ml，离心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肿

瘤坏死因子（TNF-α）及白细胞介素 -1β（IL-1β）水

平变化，具体如下：分别设立空白对照孔、待测样品

孔；在酶联包被板上待测样品孔加入 1％BSA 磷酸盐缓

冲液，再加入血清，温浴 30min 后重复洗板 5 次，拍

干；每孔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 - 抗人 IgG 复合物，空

白对照组除外；再温浴 30min 后，洗板，拍干；每孔加

入显色剂 AB，温浴 15min 后使用酶标仪读取 OD 值；

（3）神经功能：依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

分（NIHS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变化，NIHSS

评分内共包含 15项内容，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神经功能

损伤越严重；（4）睡眠质量：依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PSQI）评分及多导睡眠监测评价患者睡眠质量变

化，PSQI 评分内包含 7 个维度，每个维度采用 0-3 分

进行评价，满分 21分，分数越低提示患者睡眠质量越

佳；应用多导睡眠监测检测患者总睡眠时间（TST）、睡

眠潜伏期（SL）及觉醒次数（AT）水平变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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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状态

两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降低，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均较对照组患者水

平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A及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HAMA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5 19.68±2.23 13.21±1.02* 20.02±1.98 12.58±1.11*

观察组 75 19.71±2.25 9.11±0.53* 20.05±2.01 8.15±0.38*

t 0.0820 30.8897 0.0921 32.6999

P 0.4674 0.0000 0.4634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 2　细胞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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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患者 IL-1β及 TNF-α水平均较治

疗前降低，观察组患者降低效果较对照组患者更为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对比（x±s，ng/L）

组别 例数
TNF-α IL-1β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5 35.01±4.1923.29±3.35* 29.25±5.01 18.68±2.19*

观察组 75 35.03±4.1616.19±1.81* 29.31±5.05 11.95±1.11*

t 0.0293 16.1483 0.0730 23.7384

P 0.4883 0.0000 0.4709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 �　神经功能及 PSQI 评分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PSQI 评分及 N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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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及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NIHSS评分 PSQI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5 9.01±1.18 5.68±0.95* 13.39±1.95 9.99±1.19*

观察组 75 8.99±1.21 3.85±0.71* 13.43±1.98 5.39±1.01*

t 0.1025 13.3628 0.1247 25.5230

P 0.4593 0.0000 0.4505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2. 4　多导睡眠监测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L 及 AT 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TST 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多导睡眠监测指标水平对比（x±s，min）

组别 例数
TST SL AT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5 311.16±28.29 369.55±33.21* 44.97±17.16 30.39±13.11* 7.91±2.61 5.77±1.39*

观察组 75 309.68±28.31 411.31±34.11* 44.94±17.21 22.11±9.95* 7.89±2.58 3.25±0.89*

t 0.3203 7.5967 0.0107 4.3569 0.0472 13.2224

P 0.3746 0.0000 0.4957 0.0000 0.4812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青年卒中是指发生于 18-45 岁的青年人的脑血

管疾病［6］，吸烟、肥胖与三高、颈部外伤、避孕药

服用过多、怀孕、产褥期、偏头痛、先天性心脏病、

结缔组织病等因素与青年卒中的发生有着密切关

联［7］。睡眠障碍和情绪障碍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

一旦出现不利于患者的康复［8］，因此，对于青年卒

中的治疗，不仅需要控制原发疾病病情，对于并发

症的治疗亦要同步进行。

药物治疗是临床上治疗卒中合并睡眠障碍患者

的常用手段，用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阿托伐他

汀等药物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调节机体

血脂含量以控制病情进展，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地西泮作用于机体后能够通过对上行性网状激活系

统内的 GABA 受体进行刺激，阻断边缘性觉醒反应，

抑制大脑皮层反应，拮抗 GABA 合成，产生镇静催

眠，抗焦虑的效用。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

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NIHSS 评分、PSQI 评

分及 IL-1β、TNF-α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多

导睡眠监测指标水平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提示常规

药物能够有效改善青年卒中伴睡眠障碍患者神经功

能及精神心理状态，降低机体炎性因子水平，提升

患者睡眠质量。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

项指标水平改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

规药物基础上增加心理疗法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精

神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临

床分析认为，心理疗法的应用通过积极与患者交流，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治疗依从

性，使患者能够更为积极的配合治疗，通过合理引

导患者情绪宣泄，有利于患者负面情绪缓解；纠正患

者对疾病错误的认知对于扭转患者精神心理状态亦

有着重要作用。放松训练诱导患者肌肉放松，通过

自我感受调节机体的自主神经活动及行为，有利于

紧张情绪的缓解，降低患者大脑的兴奋性，利于患

者入睡［9］。睡眠刺激控制疗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

睡意与睡眠环境间的关联，建立诱导睡眠信号，缩

短卧床清醒时间，提升入睡驱动力，促进患者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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