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2 期- 378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重症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的关系

李淑敏 、 范永会

【摘要】目的　探讨重症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本研

究对象为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重症创伤患者，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

表（PTSD- S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以及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患者的创

伤后应激障碍、睡眠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情况，并分析 PTSD- SS 量表与 PSQI 量表、SCL-90 量表之

间的相关性。结果　120 例患者回收有效问卷 112 份，回收率 93.33％；重症创伤患者 PTSD- SS 总分

（46.34±8.12）分、SCL-90 总分（258.48±43.76）分、PSQI 总分（8.67±2.01）分；PTSD- SS 量表与

PSQI 量表、SCL-90 量表各分量表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 0.05）。结论　重症创伤患者的创

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较高，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碍，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现象，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

眠质量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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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　　LI Shumin，FAN Yonghui. Intensive Care Medicine，Pingmei Shenma Medical Group General 
Hospital，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PTSD-

S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SCL-90）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tatus of the patients，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TSD-SS scale，PSQI scale and SCL-90 scale were ana-

lyzed. Results　11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in total 120 patients，with a recovery rate of 93.33％；the total 

score of PTSD-SS was 46.34±8.12，the total score of SCL-90 was 258.48±43.76，and the total PSQI score was 8.67
±2.01 for all the patien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TSD-SS scale and the PSQI scale 

and the subscales of the SCL-90 scale（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 is relatively high. Sleep disorders are common in patients，and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is 

reduc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leep quality have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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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由各种事故引起的创伤性事件发生率逐年上

升，其中重症创伤带来的高死亡率、致残率对患者生

命健康以及家庭、社会负担均造成严重影响。虽然随

着医疗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重症创伤患者经过及

时的救治成功挽救生命，但其出院后的心理健康现状

却不容乐观［1］。报道称，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发

生率为 20％～67.9％，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为反复发

生的闯入性创伤体验、持续的回避、高警觉性等，对

患者生活质量可能造成长期影响［2］，，我们认为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睡眠以及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3］。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我院

120 例重症创伤患者。其中男性 68 例，女性 52 例；

年龄 24～75 岁，平均（44.32±7.84）岁；文化水平：

初中 29 例，高中 34，大专 34 例，本科 23 例；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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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交通事故 76 例，跌 / 坠落伤 34 例，其他 10 例；

创伤严重度评分（ISS）17～28 分，平均（23.12±

4.01）分；致残 35 例。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18～80 岁；初中及以上受教育

程度；读写能力正常；具有明确的创伤史；入院创伤

严重程度评分（ISS）评分＞ 16 分［4］；经积极的内外

科治疗后出院；患者对研究方案知情同意；无明显的

认知功能障碍，能配合检查；（2）排除标准：除创伤

外近期存在其他重大家庭、生活变故；具有焦虑、抑

郁、精神分裂等病史；合并癌症、脑卒中、心血管疾

病等其他严重疾病；受伤后植物人状态。

1.3　方法

所有患者出院后 1 个月接受调查，调查人员经

专业培训后采用统一语气介绍本次调查的意义以及

主要内容，患者独立填写问卷，调查人员可给予必

要讲解，回收问卷后剔除作答不全，明显规律性作

答等无效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 

SS）［5］：该量表共有 5 个条目，主观评定、回避症状、

反复重现体验、社会功能损害、警觉性等 5 个部分，

共 24 个条目，由没有影响到严重影响评分 1～5 分，

总分 120 分，以＞ 50 分判断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6］包含精神病

性、人际关系、敌对、恐怖、偏执、焦虑、躯体症状、

抑郁、强迫等 9 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 10 个条目，

从无到严重评分 1～5 分，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

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7］：包括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入睡障碍、入睡时间、药物、

日间功能等 7 个条目，评分 0～3 分，得分越高睡眠

质量越差，总分 21 分，＞ 7 分提示睡眠障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x±s”
表示，相关性采用 Pearson 分析，P<0.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重症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睡眠质量

及心理健康现状

1 2 0 例 患 者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1 1 2 份 ， 回 收 率

93.33％；重症创伤患者 PTSD- SS 总分（46.34±

8.12）分，主观评定（9.12±1.93）分、回避症状（9.98
±2.02）分、反复重现体验（10.65±2.01）分、社会

功能损害（7.78±1.10）分、警觉性（8.81±1.65）

分；SCL-90 总分（258.48±43.76）分，其中抑郁、焦

虑、恐怖分量表评分较高，分别为（35.28±6.34）

分、（32.88±5.02）分、（30.77±4.01）分；精神病性

（27.17±3.21）分、人际关系（24.18±3.03）分、敌

对（26.01±2.01）分、偏执（28.12±3.98）分、躯

体症状（26.00±1.98）分、强迫（28.07±3.28）分；

PSQI 总分（8.67±2.01）分，其中入睡时间评分最高，

为（1.48±0.40）分，睡眠时间（1.35±0.23）分、睡

眠质量（1.28±0.27）分、睡眠效率（1.26±0.25）分、

入睡障碍（1.31±0.30）分、药物（0.89±0.12）分、

日间功能（1.10±0.21）分。

2.2　重症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眠质量

及心理健康的关系

PTSD- SS 量表与 PSQI 量表、SCL-90 量表各分量

表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见表 1-2。

3　讨论

重症创伤常见于车祸、生产安全事故、暴力伤

害等，这些创伤性事件共有的特点在于难以预测性

以及突发性，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推

广，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创伤对患者生理功能的损害，

还要关注创伤给个体心理造成巨大冲击［8］。创伤后

应激障碍持续时间长，不加以有效的心理干预甚至

有发展为难以逆转的心理疾病。本研究在患者出院

后一个月时进行筛查，结果发现，重症创伤患者

PTSD- SS 总分（46.34±8.12）分，创伤后应激障碍

阳性率 48.21％，与黄婕婷等［9］对于 80 例严重车祸

表1　PTSD- SS量表与SCL-90量表的相关性（r）

项目 精神病性 人际关系 敌对 恐怖 偏执 焦虑 躯体症状 抑郁 强迫

主观评定 0.355 0.576 0.355 0.324 0.493 0.633 0.534 0.684 0.334

回避症状 0.403 0.477 0.440 0.403 0.545 0.584 0.455 0.651 0.354

反复重现体验 0.399 0.562 0.594 0.675 0.492 0.703 0.496 0.583 0.392

社会功能损害 0.382 0.388 0.384 0.349 0.484 0.687 0.382 0.594 0.386

警觉性 0.244 0.445 0.504 0.448 0.398 0.584 0.403 0.493 0.329

注：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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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创伤患者的调查结果一致，提示重症创伤患者

出院后早期普遍存在明显的应激障碍。

在调查重症创伤患者心理健康现状后发现，

SCL-90 总分（258.48±43.76）分，其中抑郁、焦

虑、恐怖分量表评分较高，提示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抑郁、焦虑、恐怖方面。同

时 PTSD-SS 量表 SCL-90 量表各分量表之间均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提示应激障碍水平越高，心理健

康水平越低。本研究 PTSD- SS 量表中反复重现体

验、回避症状维度与焦虑、抑郁维度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其可能机制在于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刻意

回避造成对创伤经历的选择性记忆，以及受伤后麻

木、情绪迟钝的背景下，患者易出现疏远他人、对

环境反应性下降、缺失快感等，伴有过度警觉，易

产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另外，反复重现体验、

警觉性等应激障碍现象也会对患者强迫、恐怖等不

良心理造成影响；社会功能损害对精神病性症状的产

生以及人际关系的下降具有重要联系［10］。调查睡眠

质量时发现，PSQI 总分为（8.67±2.01）分，提示患

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碍，其中入睡时间评分最高，为

（1.48±0.40）分，主要表现在入睡时间较长方面。

PTSD- SS 量表与 PSQI 量表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5），提示由创伤性应激障碍导致的睡前反复

重现体验、警觉性增高、回避等破坏睡眠 - 觉醒周

期平衡，对睡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1］。Bickel 等［12］

报道显示，严重创伤患者早期梦魇、易惊醒、创伤

有关的噩梦惊醒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原因。另

外睡眠质量低下又会加重反复重现体验、回避等应

激症状，两者出现恶性循环。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

仅进行了横向调查，对于患者应激障碍改善后，形

成创伤后成长，其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是否改善还

尚未明确，待后期增加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再进

行纵向调查。

综上所述，重症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

率较高，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碍，心理健康水平下

降现象，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睡眠质量对心理健康具

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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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PTSD- SS量表与PSQI量表的相关性（r）

项目 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入睡障碍 入睡时间 药物 日间功能

主观评定 0.434 0.476 0.563 0.466 0.454 0.325 0.377

回避症状 0.465 0.434 0.529 0.565 0.580 0.384 0.478

反复重现体验 0.545 0.587 0.605 0.688 0.603 0.403 0.568

社会功能损害 0.398 0.437 0.453 0.449 0.487 0.377 0.408

警觉性 0.534 0.465 0.578 0.598 0.323 0.384 0.512

注：P 均＜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