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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影响

赵　亚 、 许婵娟 、 康　晖 、 李金玮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9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

对照组各 46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观

察 2 组心理状况、睡眠质量。结果　干预后 2 组焦虑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显

著低于干预前（P< 0.05），且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 2 组睡眠质量、睡眠障碍、睡

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入睡时间、PSQI 总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 0.05），且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心理

状况和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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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Evidence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ZHAO Ya，XU Chanjuan，KANG Hui，et al.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Nantong First People 's Hospital，Nantong，Jiangsu Province，Nantong 226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evidence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9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and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evi-

denc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DS and SA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P<0.05），which of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sleep quality，

sleep disorders，sleep time，daytime dysfunction，sleep time，PSQI total score al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which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evide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and 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

【Keywords】Evidence based theor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Depression；Sleep disorder；Clinical effect

抑郁症属于临床常见精神障碍类疾病，其临

床表现为情绪低落、睡眠障碍以及能力下降等，有

资料显示［1］，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所占比例高达

61.8％，其可加重患者病情，延缓康复进程，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目前临床多采用药物治疗抑郁

症伴睡眠障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但抗抑郁和催

眠药物均存在成瘾性［2］。常规护理是抑郁症伴睡眠

患者常用护理方法，但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造成

护理效果不理想。中医特色护理从整体出发，以辩

证施护理论为指导，在改善抑郁症患者睡眠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3］。本研究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

色护理干预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进行护理，以

期为此类患者寻求科学有效护理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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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伴睡眠障碍患者 92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4］中关于抑郁症伴睡眠障碍

的诊断标准；②年龄≥ 18 岁；③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或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严重心、

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②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③躯

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或其它精神障碍；④严重语言、

视听功能障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 46 例。其中试验组男 24 例，女 22 例；年龄

18~76 岁，平均（52.71±10.23）岁；病程 3~7 年，平

均（5.37±1.22）年；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21 例、

18 例、7 例。对照组男 26 例，女 20 例；年龄 20~74 岁，

平均（52.62±10.35）岁；病程 2~7 年，平均（5.31±

1.17）年；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22 例、16 例、8 例。

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米氮平

（规格：15 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1656），

口服，15 mg/ 次，1 次 /d；曲唑酮（规格：50 mg，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20355）口服，50 mg/ 次，3
次 /d。患者均住院接受为期 3 个月护理。

对照组：常规护理。①保持病房内干净卫生，

重视通风、消毒，经常清洗或晾晒床单、被罩，创

造良好睡眠环境；②给予饮食指导，睡前不宜饮用咖

啡、浓茶等刺激性饮料，适宜饮用温牛奶等有助于

睡眠饮料。③加强交流，重视心理疏导。

试验组：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

预。（1）建立中医特色护理小组：①小组成员：由经

验丰富、具备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主治医生、护理

主任、高级护师组成。②专业培训：对小组成员进行

循证理论相关培训，重视理论和实践，并进行考核，

合格后准许上岗。（2）护理程序：①病情分类：根据

患者具体病情、体质、年龄等因素，分为心脾两虚

型、肝郁化火型、阴虚火旺型以及痰热内扰型。②

查阅文献：根据患者病情特点，查阅相关文献，并结

合临床实践经验，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医特色护理干

预方案。（3）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过程，其中饮食护理

由医院根据患者爱好、体质、饮食习惯统一配送；保

健护理由护理人员统一安排时间进行协助按摩，时

间为 30 min/ 次。详见表 1。

1.3　观察指标

①心理状况：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5］对患者心

理状况进行评估，其中前者包含精神性、抑郁心理

表1　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过程

疾病类型 具体护理方法

心脾两虚型 情志护理：“忧伤脾”，本型主因是思虑过重，用温和态
度与患者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并取得信任，询问忧
思产生根源，帮助其调整心态，缓解其心理负担，使其

具有安全感。

饮食护理：以健脾益气为主，多食用山楂、薏苡仁、山
药、木瓜等食物，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睡前服用夜

交藤蜜饮（组方夜交藤30g，蜂蜜15g，夜交藤煎煮1h，取
汁300ml调入蜂蜜即可），3次/周。

生活护理：根据患者作息时间，合理安排休息和运动，
倾听轻松愉快音乐、参加团体活动，安排中强度运动，
避免过劳或过累。推荐音乐《欢乐舞曲》、《北国之春》

等，30 min/次，2次/周。

保健护理：每晚采用温水泡脚，按摩足三里、涌泉穴等，
配合神门、关元和气海穴。

肝郁化火型 情志护理：“怒伤肝”，本型主因是肝火过旺、心神不宁，
避免患者精神受到刺激，引起情绪过度波动，及时进行
心理疏导，激发其责任感，给予坚定态度调动其动力。

饮食护理：以疏肝解郁为主，多食用萝卜、青蒿、刀豆、
芥菜等，宜饮用菊花、决明子茶。陈皮厚朴花茶（陈皮

5g、厚朴花3g开水泡服），3次/d，代茶饮用。

生活护理：白天减少休息时间，根据自己运动习惯选择
散步、慢跑等运动，多进行娱乐活动，有助于夜间睡眠。

推荐音乐《卡门》、《花好月圆》，30 min/次，2次/周。

保健护理：宜按摩太冲、三阴交、行间穴、建里穴、檀中
穴、太阳穴、天庭等。

阴虚火旺型
情志护理：“脏腑失调，气不固血”，本型主因是心失所
养，将此类患者安排入住同一病区，安排统一时间允许
家属探望，并限制家属探望人数，保持病房安静，消除
顾虑，避免患者精神受到刺激，保持轻松愉快心情。

饮食护理：以滋阴养血为主，多食用桂圆、银耳、黑芝
麻、海参、莲子等。禁食辣椒、生姜、大葱等辛辣食物。

早晚服用银耳莲子粥（干银耳15克，干白莲100克，冰糖
80克，同煮30min左右），3 d/周。

生活护理：重视劳逸结合，运动以低强度的散步、慢跑、
太极拳等为主。推荐音乐《春江花月夜》、《水上音乐》

等，30 min/次，2次/周。

保健护理：按摩涌泉穴、关元穴、三阴交、肾腧穴。

痰热内扰型 情志护理：“痰热内蕴”，本型病因为肝胆之经内蕴热
痰，及时给予心理疏导，避免情绪过度波动，保持平静

心态。

饮食护理：以清热化痰为主，多食用花生、梨、罗汉果、
白萝卜、丝瓜、冬瓜等。早晚服用牡蛎肉枸杞汤（新鲜牡
蛎肉200g，枸杞20g，将新鲜牡蛎肉切成片与枸杞同煮，

调入盐、芝麻即可），3 d/周。

生活护理：保持室内安静，维持光线柔和，睡前进行放
松训练，引导其进行深呼吸。推荐音乐《百鸟朝凤》、《锦

上花》等，30 min/次，2次/周。

保健护理：按摩中脘穴、足三里、胃经穴、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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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常规护理是临床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常用护

理方法，通过加强交流，并及时给予心理疏导，能

够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7］。通过饮食指

导能够改善患者体质，保持室内干净整洁，能够为

患者睡眠营造良好氛围，从而改善睡眠质量，但常

规护理适用于多数患者，没有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

定个性化护理方案，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因而护

理效果不理想［8］。

中医将抑郁症归于“郁症”范畴，其病位在于

脑，《灵枢·海论》中论述：脑为髓之海；而《本草纲

目·辛夷条》中首次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该病涉及

脾、肝、肾等多个脏腑，其病机为情志不遂、肝郁

气滞、郁而化火、上扰轻窍、脑腑紊乱；脾胃失和、

营养缺失、上气不足、脑失滋养；肾主水，为先天

之本，肾系贯脊、肾精化髓、上循入脑。睡眠障碍

是其主要症状，多由心神失舍、气郁不舒所致。中

医特色护理通过循证理论，根据患者具体病情、体

质等进行评估，并制定合理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9］。

中医认为“怒伤肝、忧伤脾、恐惊伤肾”，给予患者

情志护理，通过耐心沟通，了解产生抑郁和睡眠障

碍根本原因，并及时给予心理疏导，从而缓解抑郁、

焦虑情绪。根据患者病因和体质，给予相应饮食指

导，能够有效调节脾胃，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通过

障碍、躯体性以及精神运动性障碍，后者包含躯体

性和精神性焦虑，均为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照

4 级评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抑郁、焦虑症状越

严重。②睡眠质量：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采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6］进行评估，该量

表包含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入睡时间、

日间功能障碍 5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按照 3 级评分，

PSQI 总分为各项目总评分之和，分值越高，患者睡

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描

述，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描述，用秩和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况比较

干预前 2 组 SDS、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 2 组 SDS、SAS 评分显著

低于干预前（P<0.05），且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2。

2.2　睡眠质量比较

干预前 2 组睡眠质量、睡眠障碍、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障碍、入睡时间、PSQI 总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2 组睡眠质量、睡眠障

碍、睡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入睡时间、PSQI 总

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且试验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2　2组心理状况比较（x±s，分）

组别
SDS

t P
SAS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43.29±5.34 29.34±4.25 13.863 0.000 43.54±5.09 28.34±4.26 15.532 0.000

对照组 42.67±5.28 34.48±4.17 8.256 0.000 42.37±5.16 35.43±4.11 7.135 0.000

t 0.560 5.855 — — 1.095 8.124 — —

P 0.577 0.000 — — 0.277 0.000 — —

表3　2组睡眠质量比较（x±s，分）

项目
试验组（n=46）

t P
对照组（n=46）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睡眠质量 2.14±0.26 1.21±0.22* 18.520 0.000 2.19±0.24 1.73±0.25 9.003 0.000

睡眠障碍 2.22±0.24 1.28±0.31* 16.262 0.000 2.28±0.23 1.64±0.22 13.638 0.000

睡眠时间 2.27±0.16 1.39±0.15* 27.214 0.000 2.31±0.14 1.76±0.17 16.938 0.000

日间功能障碍 2.41±0.27 1.37±0.23* 19.887 0.000 2.37±0.25 1.79±0.31 9.878 0.000

入睡时间 2.35±0.24 1.36±0.19* 21.935 0.000 2.40±0.26 1.73±0.19 14.111 0.000

PSQI总分 12.34±1.14 7.52±1.36* 18.422 0.000 12.42±1.21 10.64±1.32 6.742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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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护理，能够促使患者养成规律生活习惯，重视

劳逸结合，避免精神受到刺激，保持平稳心态，能

够促进夜间睡眠［10］。保健护理通过给予患者穴位按

摩，能够平衡机体阴阳，调节脏腑功能，并能有效

疏通全身经络。按摩肾腧穴、太阳穴等穴位能够起

到宁心安神、调畅气机等功效；对涌泉穴、足三里等

穴位进行按摩，能够提高睡眠质量［11］。

有研究表明［12］，对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实施

中医特色护理，能够有效缓解其焦虑和抑制症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SDS、SAS 评分优于对照组，

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中医特色护理能够

改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心理状况。本研究结果

显示：试验组 PSQI 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与上述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能够改善

患者睡眠质量。另有研究表明［13］，中医特色护理干

预前后，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没有明显

改善，与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推测与患者干预方

案具体内容、干预时间、患者病情程度、样本数量

等均存在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采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

预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能够有效改善其抑郁、焦

虑等不良情绪，提高睡眠质量，增强治疗依从性。但

受到样本数量、干预时间等因素限制，本研究存在不

足之处，今后重视扩大样本数量深入研究中医特色护

理对不同分型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的干预效果。

参考文献

1. 潘燕军，谢静涛。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中西医研究进

展。湖南中医杂志，2016；32（09）：180-182
2. Seow LS，Subramaniam M，Abdin E，et al. Sleep disturbance 

among people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MDD）in Sin-

gapore. J Ment Health，2016；25（6）：492-499
3. 周玉英，李向丽，潘虹，等。抑郁症睡眠障碍患者中医辨

证施护效果观察。西部中医药，2015；28（07）：149-151
4.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

MD-s）［M］。第 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7-89
5. 段泉泉，胜利。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效度。中国心

理卫生杂志，2012；26（09）：676-679
6. 路桃影，李艳，夏萍，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及

效度分析。重庆医学，2014；43（3）：260-263
7. Scott J，Naismith S，Grierson A，et al. Sleep-wake cycle 

phenotypes in young people with familial and non-familial 

mood disorders. Bipolar Disord，2016；18（8）：642-649
8. 何春丽，陆璐，雷渊秀。中医情志护理在中风合并抑郁症

护理中的应用。中医药导报，2014；20（04）：145-146 

9. 李向丽，潘虹，丁劲。抑郁症睡眠障碍患者中医辨证护理

干预体会。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14；31（04）：89-91 

10. 曾梅珍。慢性肾衰竭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中医护理干预措

施。现代诊断与治疗，2015；26（13）：3107-3108 

11. 段思羽，赵庆华。中风后抑郁症的中医护理干预疗效探

析。时珍国医国药，2012；23（07）：1842-1843 

12. 郑琼珍。情志护理结合穴位按摩治疗抑郁症的护理体会。

湖南中医杂志，2012；28（02）：85-86
13. 袁迎春，全胜。早期综合性中医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抑

郁症的影响。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16；33（01）：32-33 

（收稿日期：2017 年 2 月 10 日）

状。二是样本相对较小，且为非随机样本。

综上所述，抑郁症是口腔癌患者面临的严重问

题，伴抑郁的口腔癌患者生活质量相关的所有功能评

分不佳。此外，躯体功能和痛苦症状对生活质量水平

有重要影响，除情绪功能的影响外，整体健康状况和

社会功能受损可以部分解释抑郁症。将来有必要研发

一种可以早期检测生活质量或抑郁症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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