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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泮联合失眠干预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睡眠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赵素贞 1 、 谢桥涛 2 、 牛方卿 3 、 丁红运 4

【摘要】目的　探讨地西泮联合失眠干预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睡眠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

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作为本

次研究的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给予失眠

干预，观察组 50 例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地西泮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自评量

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及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分、SDS、和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患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生率（6.00％）低于对照组（30.00％）

（P< 0.05）。结论　地西泮联合失眠干预可有效提升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睡眠质量，改善其焦

虑抑郁情绪，降低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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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azepam combined with insomnia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
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　　　ZHAO Suzhen，XIE Qiaotao，NIU 
Fangqing，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Shaoling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Luohe City，Luohe 
46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azepam combined with insomnia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insomnia interven-

tion，and 5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iazepam on this basis.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scor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SQI scores and total score，SDS and S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00％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0.00％（P<0.05）. Conclusion　Diazepam combined with insomnia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improv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

sion，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Diazepam；Insomnia intervent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 High blood pressure. Sleep quality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是

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造成血管阻塞或狭窄，导致心肌

缺血缺氧［1］。高血压是冠状动脉病变造成的全身血管

病变的原因之一，高血压在冠心病发展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血压持续升高会产生血流动力学改变，使血液

中血小板被激活，促使粥样硬化病变，导致心肌坏死，

引发冠心病［2］。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会出现心绞痛、

心功能下降、心肌梗死等症状，由于患者对周围的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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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光线较为敏感，进而造成入睡困难，甚至发展为

失眠症。地西泮是一种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具有

镇静催眠作用。失眠干预是系统化睡眠干预，具有较

高的目的性和系统性，通过心理、肌肉等多方面干预，

可促进患者自觉加入睡眠活动中［3］。鉴于此，本文旨

在观察地西泮辅助治疗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睡

眠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 100 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冠心病合并高血压及失眠诊

断标准［4-5］；收缩压≥ 140mmHg，舒张压≥ 90mmHg；

无精神病史；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订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者；入院前患有睡眠障

碍者；近期服用治疗失眠药物者；对本研究药物过敏

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 50 例患者，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在 49～72 岁

之间，平均（60.50±5.23）岁，病程 3～10 个月，平

均（6.51±1.04）月，文化程度：小学 10 例，初中 12
例，高中 15 例，大专及以上 13 例；观察组 50 例患

者，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在 50～73 岁之间，平

均（61.52±5.24）岁，病程 4～11 个月，平均（7.50
±1.05）月，文化程度：小学 11 例，初中 13 例，高

中 14 例，大专及以上 12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失眠干预。（1）环境管理：应对

患者病房环境给予科学化管理，调节适宜的温湿度，

定期开窗通风。在患者入睡前，保持室内安静，应

做到“走路轻、操作轻、说话轻”，避免发生噪音影

响患者入睡；在晚间使用柔和灯光，避免产生光线

刺激。（2）调控情绪：引导患者睡前调节情绪，告知

已到入睡时间，尽快入睡，指导患者避免用脑过度、

放松身体、缓解心情，帮助患者养成安神再睡眠的

习惯。（3）放松训练：呼吸放松训练，患者穿着舒适

衣服，以仰卧位平躺于病床上，双脚自然张开，一

只手放置上腹，另一手放在身体一侧；缓慢通过鼻孔

呼吸，呼气和吸气时感受腹部上升和下降运动，保

持慢而深的呼吸，吸气和呼气时中间有短暂停顿；

呼吸时想象气体从身体各个部位流出，达到放松状

态。（4）睡眠干预：指导患者采用闭目入静法、意象

睡眠引导法帮助睡眠，根据患者睡眠习惯选择不同

睡眠方法。闭目入静法，患者平躺闭目，呼吸放慢，

放松上肢、双手、下肢、双脚、躯干、头部，最后

全身肌肉放松，进入睡眠。意象睡眠引导法，指导

患者平躺闭目，深呼吸，想象自身血管内斑块逐渐

软化，血管通畅，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正常，患

者在自由想象过程中进入睡眠。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地西泮治疗，地西泮

片（国药准字：H21022887，规格：2.5mg）口服，2 片

/ 次，1 次 /d，睡前服用。两组患者持续治疗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的抑郁情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总分

<53 分为正常；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

抑郁；总分 >72 分为重度抑郁。（2）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情绪，共 20 项，

每项按 1-4 级评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

为中度焦虑，总分 >70 分为重度焦虑。（3）采用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睡眠

质量，其中包含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等

7 个方面，每个方面采用 0-3 等级计分，总分为 21
分，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4）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对比治疗过程中发生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绞痛、

心肌梗死心血管事件发生例数及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SPS21.0 统计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数

资料数据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

数据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和 SA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DS、

SAS 评分较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评分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和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DS SA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68.48±3.49 45.27±2.20＊ 66.26±3.59 44.14±2.14＊

对照组 50 68.50±3.31 60.88±2.31＊ 66.37±3.60 58.32±2.10＊

t 0.0294 34.6017 0.1530 33.4419

P 0.9766 0.0001 0.8787 0.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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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分较前降低，且观察组各项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评分比较（x±s，分）

维度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睡眠质量 2.10±0.44 1.05±0.09*1 2.13±0.45 1.58±0.15*

入睡时间 2.17±0.32 1.08±0.10*1 2.20±0.33 1.62±0.17*

睡眠时间 1.74±0.82 0.85±0.02*1 1.77±0.80 1.21±0.10*

睡眠效率 1.82±0.59 0.80±0.05*1 1.86±0.57 1.38±0.22*

睡眠障碍 1.90±0.62 0.92±0.11*1 1.93±0.63 1.86±0.31*

催眠药物 2.02±0.28 0.82±0.03*1 2.07±0.29 1.78±0.24*

日间功能障碍 2.31±0.31 1.02±0.07*1 2.35±0.33 1.54±0.29*

总分 14.06±3.386.54±0.47*1 14.31±3.4010.97±1.48*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1P<0.05。

2.3　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绞痛、心

肌梗死的发生率（6.00％）低于对照组（30.00％）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心绞痛 心肌梗死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0（0.00） 1（2.00） 2（4.00） 0（0.00） 3（6.00）

对照组 50 1（2.00） 3（6.00） 7（14.00） 2（4.00） 15（30.00）

χ2 9.7561

P 0.0018

3　讨论

冠心病和高血压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疾病，经

常伴随发生。心脏是高血压病症最常受损的靶器官

之一，表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心室肥厚、心

律失常等。长期的血压升高可造成心肌纤维化、左

心室肥厚，导致冠状动脉血流供应障碍，使冠状动

脉储存能力下降。由于血压的持续性升高、血管内

皮功能受损、血管紧张Ⅱ、血栓素等活性物质的协

同作用，促使血管壁增生、脂质沉积、冠状动脉

内膜受损，进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最终导

致冠心病的发生［6］。有研究显示，当收缩压每升高

10mmHg，心肌梗死发生率增加 31％，60％～70％

的冠心病患者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发生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比正常人高 3～4 倍［7］。冠心病合并高

血压患者由于血流动力学改变、强烈的症状表现和

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甚至发展

为失眠症；失眠可导致患者神经内分泌紊乱、内源

性激素紊乱，使患者产生不良情绪，不利于病情康

复［8］。

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由于血压升高和心肌耗

氧量增加，可加剧冠心病的进展，发生心绞痛、心

肌梗死、心脏性猝死等不良事件，影响患者睡眠质

量。本研究显示，对照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

分均优于治疗前，提示经失眠干预，可缓解患者失

眠状态，提高睡眠质量。分析认为，失眠干预通过

科学化的环境管理，可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室内

环境，有助于患者休息和睡眠。通过调节情绪，可

及时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给予疏导，可纠正患者

对疾病和失眠的错误认知，并指导患者学会控制失

眠的方法。放松训练是一种常见的自我调整方法，

通过反复练习，可使患者有意识的控制自身生理活

动，减低机体唤醒水平，提高适应能力，纠正因紧

张而导致的生理失衡状态，使患者快速进入睡眠状

态［9］。闭目入静法、意象睡眠引导法通过对睡前情

绪、肌肉放松和心理应激等方面的干预，可调动患

者主观能动性，促进患者自觉进入到睡眠状态，提

升患者睡眠质量［10］。对照组采用失眠干预治疗冠心

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可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但

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不显著。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

分、SDS、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地西泮辅助

治疗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升其睡眠质量。

分析认为，地西泮属于苯二氮䓬类药物，具有抗焦

虑、抗惊厥、镇静催眠等作用。其是一种中枢神经

系统抑制药物，可加强γ- 羟基丁酸抑制神经递质作

用，通过对上行网状激活系统内的γ- 羟基丁酸受体

刺激，提升γ- 羟基丁酸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

加强脑网状结构受到刺激后边缘性觉醒反应和大脑

皮层的抑制，进而发挥其镇静催眠作用；其通过抑制

脊髓单突触、多突触传出通路，阻滞神经递质和兴

奋性突触传递，使骨骼肌肉放松，有助于患者进入

睡眠状态。地西泮通过选择性的作用在大脑边缘系

统，与苯二氮䓬受体结合，可促进神经突触传递信

号和γ- 羟基丁酸释放，进而发挥抗焦虑作用；其通

常在间脑分泌中枢处和神经中枢发挥作用，刺激与

自主神经相关的大脑边缘系统和丘脑下部，减低自

主神经功能异常症状，进而降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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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11］。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

度的焦虑抑郁情绪，而负面情绪也是导致患者失眠

的因素之一，而失眠可提高交感神经兴奋性，使儿

茶酚胺过度分泌，血小板聚集性和血液粘稠度增强，

加速粥样斑块形成，进而加重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

使心绞痛、心衰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提示采用地西泮和失眠干预共同治疗，

可缓解患者机体疲劳程度、改善失眠症状；通过促进

γ- 羟基丁酸释放，与苯二氮䓬受体结合，降低中枢

神经系统兴奋性，改善抑郁焦虑程度；正面情绪有助

于提高患者睡眠质量，良好睡眠可使患者机体得到

有效调整，进而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12］。

综上所述，地西泮联合失眠干预可有效改善冠

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其焦虑抑郁

负面情绪和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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