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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馈联合心理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倪小红 、 吕衍文 、 蔡炜琼 、 徐娟娟 、 王　荣 、 詹浩东

【摘要】目的　探讨生物反馈联合心理干预对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

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51 例，研究组 51 例，两组患者均知情并同意本次研究。对照组应用心理干

预，研究组应用生物反馈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后的睡眠质量及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

结果　研究组应用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后，睡眠质量优于对照组（P< 0.05）；NESSS 评分低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脑卒中后睡眠障碍采取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的效果理想，能够更

好的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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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iofeedba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　　NI Xiaohong，LV Yanwen，CAI Weiqiong，et al. Huanggang Central Hospital，
Huanggang 43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iofeedba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sleep disor-

d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51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informed and agreed to this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iofeedback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study group .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NES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biological feedback combin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neurologic impair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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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较高的致残率，部分患者治疗后会伴

有后遗症的发生，其中睡眠障碍是最常见，其发生主

要与患者的神经功能损害、精神障碍有关［1］。脑卒中

后睡眠障碍不利于患者的的康复和社会功能的恢复。

小剂量安眠药是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2］。但其具有潜

在依赖风险、，而且副作用较大，因此探索一种安全

性和疗效均好的治疗方法是临床中关注的热点［3］。我

院在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治疗中，实施生物反馈治疗

联合心理干预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

对照组 51 例，研究组 51 例。对照组男 28 例，女 23
例，年龄 50～78 岁，平均年龄（64.5±5.5）岁，病

程 1.5～9.7 月，平均病程（5.8±2.0）月；研究组男

30 例，女 21 例，年龄 49.5～78.8 岁，平均年龄（65.1
±6.0）岁，病程 1.2～10.4 月，平均病程（5.7±2.5）

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针对患者给予针对性的溶栓、抗血

小板、抗凝、神经保护、降压治疗，两组治疗干预

［作者工作单位］黄冈市中心医院（黄冈，4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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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较大的差异，对照组应用心理干预治疗，研究组

应用生物反馈联合心理干预治疗。治疗生物反馈治

疗：仪器：多通道生物反馈仪，治疗前将有关注意

事项及原理告知患者，使其做好准备，指导患者半

卧位，坐在治疗仪前，实施国际 10-20 系统电极放

置法，放置电极：Vp1、Vp2，接地点：Vpz，参考电

极：两侧耳垂，设定电极阻抗小于 10kΩ，肌电小于

10uV，强压范围在 16-20Hz，后给予患者进行 SMR

波、α波、θ波训练。反馈参数阈值的设定是根据患

者实际的病情进行的，在治疗期间要保证反馈信号

的出现占比总治疗时间 60％以上，治疗时间为 30 分

钟，4 次 / 周。治疗后的统计应用 Spirit 多通道神经

生物反馈仪，详细记录相关脑电参数值。

心理干预：①实施认知行为干预，护理人员对

患者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对其存在的错误认知、

应当方式进行指导，通过一对一交谈的方式进行，

从心里上鼓励、安慰患者，使其能够调整到积极向

上的状态，3 次 / 周，30min/ 次。②实施渐进性放训

练，选择安静舒适的环境让患者保持放松，取仰卧

位，将患者双手臂平放在身体两侧，双目轻闭后将

两腿微微分开。指导患者按依上而下的顺序做 5-8s

躯体肌肉收缩，同时深呼吸感受紧张，后呼出逐渐

感受松弛，维持 30s，3-4 次 /d，保证充分放松肌肉。

同时还可以进行抗阻等张收缩、无张力活动等训练，

首先使患者感知紧张，后鼓励患者学会逐步放松。

两组均持续治疗 4 周。④对患者进行一定的健康教

育，让患者能够正确的面对自身，并将心理干预的

优势告知患者，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睡眠质量，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表（PSQI）评定，包括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质量、日间功能，分数越高表示睡眠越

差［4］。

对比两组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应用改良爱丁

堡 - 斯堪的纳维亚评分（MESSS）评定，0-15 分：轻

度缺损；16-30 分：中度缺损；31-45 分：重度缺损，

总分越高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5］。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χ2

（％）检验，计量进行 t 检测（x±s）检验，P<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研究组应用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后，睡

眠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睡眠质量对比（分，x±s）

组别 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质量 日间功能

研究组 治疗前 1.57±0.86 1.58±0.59 1.67±0.57 1.86±0.59 2.34±0.63

治疗后a 1.17±0.45 1.21±0.53 1.43±0.42 1.52±0.45 2.01±0.51

对照组 治疗前 1.55±0.78 1.59±0.61 1.68±0.55 1.87±0.53 2.36±0.55

治疗后ab 0.84±0.59 0.64±0.21 1.15±0.35 1.11±0.34 1.86±0.45

注：组内比较aP<0.05；组间比较bP<0.05。

研究组应用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后，

NES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NESSS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1 26.59±2.24 19.65±2.17

研究组 51 26.63±2.07 15.72±1.63

T值 / 1.856 18.995

P值 / ＞0.05 ＜0.05

3　讨论

脑卒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6］。脑卒中患者的致

残率高、恢复时间长，容易发生睡眠障碍。睡眠障

碍会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康复［7］。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应用生物反馈治疗联合

心理干预后，睡眠质量优于对照组，NESSS 评分低

于对照组，说明在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治疗中，实

施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能够更好的改善神经

功能的缺损，进而提高睡眠质量。生物反馈治疗是

借助现代的生理科学仪器，对患者的神经 - 肌肉系

统、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状况进行测定，并将测定

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放大，使其成为视觉信号、听

觉信号，然后再反馈给患者［8］。通过特殊的训练及

治疗步骤，患者能够感知自身不为感知的状况及变

化，通过学习、控制外部反馈的信号，进而加强自

身对心理、生理变化的调节，最终起到治疗疾病的

效果［9］。研究发现睡眠障碍的患者在进入睡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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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肌肉活动度仍然比较高，自主神经功能处在亢进

状态。通过生物反馈治疗能够放松患者的身心，改

变其肌电、脑电等生理信号［10］，降低肌肉的紧张度

和自主神经的兴奋度，从而提高睡眠质量。脑卒中

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短时间内患者可能无法接受现

状，导致焦虑、抑郁情绪，引起睡眠障碍［11］。因此

在治疗睡眠障碍时，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

从而使患者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渐进性肌肉放松

训练，让患者肌肉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逐渐的适

应周围环境及现实，从达到平衡交感神经活动的效

果［12］。本次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包括观察的指

标不够细化、观察的样本数较少等，今后的研究中

应加大观察样本，进一步细化观察指标。 

综上所述，脑卒中后睡眠障碍的治疗过程中，

生物反馈治疗联合心理干预的效果理想，能够更好

改善患者的睡眠障碍，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值得

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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