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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单　颖 1 、 隗春玲 1 、 张长春 1 、 闫佳宁 1 、 吕红影 1 、 曾敏凤 2

【摘要】目的　探究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及自我效能感的影

响。方法　将我院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0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健康教育，研

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合给予行为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两组住院时间比较无显著差

异（P> 0.0�），研究组睡眠质量、自我效能感及抑郁症状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结论　

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能显著改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质量，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减轻其

抑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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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self efficacy in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　SHAN Ying，WEI Chunling，ZHANG Changchun，et al. 
Beijing Fangshan Mental Diseases Hospital，Beijing 1024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self 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Ninet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health education，who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nd the scores of sleep quality，self 

efficac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omplic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improve the self efficacy and reduc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Key words】Behavioral intervention；Health education；Depression；Sleep disorder；Self efficacy

抑郁症有躯体症状、能力下降和心境低落三

方面临床表现，且抑郁状态持久，属于情绪障碍性

疾病，常伴有睡眠障碍、躯体不适及情绪低落等症

状［1］。据统计，在抑郁症患者中，有 70％的女性和

80％的男性有不同程度的早醒、睡眠状态难以维持

和睡眠时间过长等问题［2-3］。有学者经研究指出对

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在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切实可

行的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4］。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

对我院收治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进行干预，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

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治疗的患者 64 例，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其中研究组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34～61 岁，平均年龄（47.61±
11.46）岁；患者入院时根据抑郁自评量表进行分级：

重度抑郁 12 例，中度抑郁 15 例，轻度抑郁 18 例。

对照组男 20 例，女 25 例；年龄 33～60 岁，平均年

龄（46.93±11.55）岁；抑郁分级：重度抑郁 13 例，中

度抑郁 16 例，轻度抑郁 16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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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 33～61 岁；②病程 0.5～15
年；③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5］中抑

郁症伴睡眠障碍诊断标准；④所有患者进组前 1 个月

均未服用任何抗抑郁及助眠药物；⑤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免疫功能紊乱；

③严重脑器质性疾病；④睡眠障碍由颅脑外伤、手

术、咳嗽或发热等引起者；⑤有传染性疾病者；⑥患

有其它器质性精神障碍者。

1.�　方法  

对照组给予健康教育，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配合进行行为干预。两组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主

动与患者进行交流，以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向

病人及其家属介绍同室病友、管床医生、护士及医

院周边环境。告诉患者有任何不适均可向护士求助，

以消除患者对陌生环境的焦虑情绪。同时重度抑郁

症患者给予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和甜梦乐胶囊抗

抑郁并调节睡眠。

1.3.1　健康教育　①耐心与患者进行交谈，鼓

励患者说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及对自身疾病的看法，

并详细解答患者所提出的问题和疑问。期间患者表

现出的痛苦情绪和心理要以同理心与其分担。②向

患者详细解释抑郁症发生的原因、前期征兆、主要

特点及症状等，并反复告知患者严格按照医嘱吃药

的重要性。③随时发现患者长处和优点，让患者学

会客观的评价自己、认识自己，增强面对他人，面

对社会的信心和勇气。④告知患者平常生活中保持

良好心态、乐观情绪对于治疗疾病的重要性。并指

导患者学会正视现实，降低期望值，合理宣泄情绪

和自我调控。

1 .3 .2　行为干预　①放松训练，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采用冥想训练、全身肌肉放松训练或意念

疗法等。抑郁症状较轻者可采用冥想训练干预，患

者早起禁食，选取舒服的位置教患者盘腿而坐或坐

在椅子上也可以，背部挺直，必要时可以点蜡烛或

熏香以烘托气氛，帮助患者集中精神，每天持续

30min。意念疗法主要通过引导病人的意念使其产生

积极的思维想象。全身肌肉放松训练包括手臂部放

松、头部放松、躯干部位放松和腿部放松等。②音

乐疗法：住院期间每日早起根据患者接受治疗时的

心情、病情及一般情况等选择不同的音乐，音乐开

始播放后，护理人员在轻柔的音乐中读引导词，让

患者进入一种优美意境，从而达到调整、减少负性

情绪的目的，每天持续 30min。③运动疗法：每日上

午或下午饭后 1h 根据患者自己的意愿选择运动方

式，如散步、跑步、骑自行车、游泳等，且以这项

运动能够增强患者的运动成就感为前提，每次活动

30min，同时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每次运动

达到身体微微出汗即可。

1.4　观察指标

①睡眠质量评定：入院前及出院时采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评定量表（PSQI），共包含日间功能、

睡眠障碍、睡眠效率、睡眠时间、入睡时间和睡眠

质量六个因子，每个因子 0～3 分，得分越高，睡眠

质量越差。②自我效能感评定：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

量表（GSES），共包含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 1-4
级评分，总评分除以 10 即为总量表得分，得分越高，

自我效能感越好。③干预前后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情

况：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HAMD）进行评定，有绝

望感、迟缓、日夜变化、认知障碍、体重、躯体化、

焦虑 7 个因子，每个因子 0-4 五级评分，得分也高，

抑郁症状越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所得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率”和百分比描述，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x±s 描述，用 t 检验；P<0.05 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住院时间及睡眠质量评定  

研究组住院时间平均（1.83±0.59）个月，对照组

住院时间平均（1.51±0.46）个月，住院时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干预后睡眠质量与干

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

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

组睡眠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2.2　自我效能感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感评分干预后均较干预前有

显著提高（P<0.05），干预后研究组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详见表 2。

2.2　干预前后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情况  

两组抑郁症状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干预前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两组抑郁症状

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 <0.05），且

研究组抑郁症状评分优于对照组（P <0.05），详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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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属于常见的精神疾病，以意志行为减退、

缺乏愉快感和情绪低落“三低”症状为主要表现。除

以上症状外，80％的抑郁症患者还会伴有性欲下降、

肌肉酸痛、头晕、疲倦乏力和食欲减退等躯体症状，

导致部分患者首次就诊科室为非精神科，且主诉症

状往往是躯体不适［6］。睡眠障碍是躯体主要症状之

一，据调查，抑郁症伴发睡眠障碍患者，76.9％为

早醒，83.3％为觉醒频繁，84.6％为入睡困难，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7］。并且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

多数患者对睡眠的评估与医护人员的观察结果有出

入，受睡眠不合理信念（包括情绪障碍是失眠所致、

担心对睡眠失去控制、害怕精神崩溃、需要 8h 睡眠

等）影响严重。

本研究以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对抑郁症伴睡

眠障碍患者进行干预，结合患者自身的实际情况，

从了解自身病情，明白负面情绪与错误认知的关系，

指导患者掌握情绪自我调控的方法，从而建立良好

的认知模式，改善患者行为思维认定。行为中的放

松训练有冥想训练、全身肌肉放松训练或意念疗法

等，均是以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为主要方式，训练

原则为自我舒适，目的是通过对体液、内分泌和神

经的调节放松身心，配以优美舒缓的乐曲，在舒适

安静的氛围中帮助患者调动身心内部潜在的积极因

表1　干预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定

项目
干预前

t P
干预后

t P
研究组 对照组 研究组 对照组

日间功能 1.58±0.72 1.57±0.81 0.052 0.958 1.05±0.60a 1.53±0.66 3.044 0.002

睡眠障碍 1.41±0.55 1.45±0.43 0.324 0.746 1.25±0.21a 1.41±0.37 2.127 0.033

睡眠效率 1.39±0.84 1.37±1.02 0.086 0.932 0.69±0.05a 1.21±0.76 3.862 0.000

睡眠时间 1.42±0.52 1.44±0.49 0.158 0.874 1.67±0.32a 1.38±0.51 2.725 0.006

入睡时间 2.20±0.89 2.14±0.68 0.303 0.762 1.79±0.58a 2.13±0.67 2.170 0.030

睡眠质量 1.82±0.54 1.83±0.60 0.070 0.944 1.42±0.52a 1.75±0.58 2.396 0.017

PSQI总分 9.82±1.64 9.79±1.43 0.078 0.938 7.87±1.22a 9.41±1.62 4.296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aP<0.05。

表2　自我效能感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研究组 45 10.72±3.56 19.38±3.47 10.244 0.000

对照组 45 10.67±3.28 15.33±3.09 6.254 0.000

t —— 0.058 4.931 —— ——

P —— 0.953 0.000 —— ——

表3　干预前后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情况

项目
干预前

t P
干预后

t P
研究组 对照组 研究组 对照组

睡眠障碍 5.84±0.81 5.77±0.72 0.365 0.715 1.15±0.64a 2.54±0.76a 7.914 0.000

焦虑/躯体化 8.25±0.41 8.34±0.36 0.933 0.351 1.42±0.56a 2.71±0.67a 8.357 0.000

体重 1.56±0.45 1.51±0.56 0.455 0.626 1.02±0.44a 1.37±0.46a 3.110 0.002

认知障碍 8.82±1.14 8.74±1.19 0.275 0.784 1.43±0.34a 3.07±0.61a 13.284 0.000

日夜变化 1.59±0.48 1.56±0.49 0.247 0.805 0.86±0.38a 1.13±0.47a 2.527 0.012

绝望感 3.82±0.52 3.83±0.50 0.078 0.938 0.67±0.12a 1.46±0.25a 16.115 0.000

迟滞 7.75±0.68 7.79±0.71 0.230 0.818 1.22±0.64a 2.41±0.62a 7.555 0.000

总分 37.63±0.68 37.54±0.54 0.586 0.558 8.13±0.45a 14.69±0.61a 18.956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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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缓解内心焦虑抑郁情绪，从而树立起正视现实

的信心和勇气。最终结果显示，研究组干预后患者

睡眠质量和抑郁症状均有显著改善，说明行为干预

配合健康教育有助患者抑郁程度的减轻，进而提高

睡眠质量。

自我效能理论主要指个人对自身在某一情境中

能否完成所有的行为期望，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

之一，对个人自身潜力的发挥有重要影响。本研究

所用的 GSES 量表是经过临床长期实践证明信度和效

度均比较高的量表，非常适用于中国人群［8］。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自我效能感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可见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患者的

自我效能水平，提高患者对自身康复信心，与多数

学者研究结果相似［9-10］。

综上所述，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在改善抑郁

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和自我效能中有意义显

著，还有助于减轻患者的抑郁程度，改善医患关系，

可在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中广泛使用。本研究为

小样本实验研究，由于样本容量小，覆盖面狭窄，

所以很难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所以只能一定程度

证明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的有效性，是一种可行

性相对较高的技术。患者对行为干预配合健康教育

的依从性、便利性和适应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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