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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治疗对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及不良情绪的影响

张慧芳 、 郭　华 、 祁　博 、 闵　倩

【摘要】目的　研究正念减压治疗对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及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院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60 例睡眠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

组，各 8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正念减压治疗。比较两组的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失眠严重指数（IS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活质

量量表（WHOQOL-BREF）。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的 PSQI、ISI 显著高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5）。对照组治疗后的 SAS、SDS 显著高于研究组，WHOQOL-BREF 显著低于研究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正念减压治疗可显著提高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

降低其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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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and bad mood 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ZHANG Huifang，GUO Hua，QI Bo，et al. Zhumadi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and bad mood 

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160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

ber table method，8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ook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 research group took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reatment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Self-Assessment Scale of Anxiety（SAS），Self-Assessment of Depression（SDS），

Quality of Life Scale（WHOQOL-BREF）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SQI and ISI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and the scores of WHOQOL-BREF in the con-

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and reduce their bad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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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呈显著上升趋势［1］。而且睡眠障碍和

焦虑、抑郁情绪相互促进［2］。佐匹克隆、酒石酸唑

吡坦片等镇静催眠药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提高日间的工作生活状态，但长期服用会有依赖的

风险。正念减压在常用的心理治疗。吴先群等［3］通

过正念减压显著降低了甲状腺肿瘤患者的不良情绪，

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基于此，为寻求更安全、科学、

高效的治疗方式，本文对睡眠障碍患者采取正念减

压治疗的效果进行研究对比。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60 例睡眠

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对照组男 45 例，女 35 例；年龄 23～72
岁，平均（46.7±8.4）岁；病程 4 个月～9 年，平均（5.6
±1.2）年。研究组男 44 例，女 36 例；年龄 24～73
岁，平均（47.3±8.6）岁；病程 5 个月～8 年，平均

（5.3±1.0）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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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具有可比性。（1）纳入标准：①患者均

知晓本研究内容，非哺乳期、妊娠期女性；②经脑电

图、眼动图变化或多导睡眠图等检查，确诊睡眠结构

紊乱；③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7 分；④焦虑

自评量表（SAS）≥ 50 分、抑郁自评量表（SDS）≥ 53
分。（2）排除标准：①麻黄碱、茶碱、阿托品类药使

用过度等导致的睡眠障碍；②颅内出血或有既往出血

病灶、颅内感染、脑外伤者；③恶性肿瘤疾病、神经

功能严重缺损、肝肾功能严重障碍、呼吸困难等导致

的睡眠障碍；④昏迷或不具备基本的读写、听说能力。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如夜尿频繁者术前 1h

尽量不饮水，腹泻者给予止泻剂，疼痛者摆放疼痛

缓解体位和适当使用解痉镇痛药，紧张、焦虑、抑

郁严重者酌情给予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等治疗。必要时给

予镇静催眠药治疗；保持室内安静、光线柔和，督促

患者规律作息、适度锻炼；睡前禁止喝咖啡、浓茶、

吸烟、饮酒、食用辛辣食物等。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正念减压治疗。

（1）思想减压：引导患者通过写日记、唱歌、录音、

交流、冥想的方式释放日常生活压力，对混乱、错

误的观念给予纠正。（2）躯体减压：交替按压和轻柔

曲泽穴、神门穴、合谷穴各 3min；半握拳敲击失眠

穴 50～80 次；取坐位或平卧位进行深呼吸训练，充

分感受从头顶到手指、脚趾全身每一个部位的放松。

（3）控制力提升：通过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一件

事或几件事，进行情感倾诉或情绪收敛，来提升对

感知觉、情绪、行动的控制力，从而摆脱睡眠障碍

与不良情绪的相互影响。（4）睡眠减压：入睡前跟随

深呼吸放空身心，不对睡眠状态做任何评价，不强

求自己入睡，想象声音、光影、触觉等刺激逐渐减

小或模糊；或播放轻松舒缓的音乐，闭眼根据曲风想

象平静安宁的画面，以自然入睡、和平心态。两组

均以 3 周为 1 疗程，治疗 2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1）PSQI：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7 个

维度，每个维度 0～3 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2）失眠严重指数（ISI）：包括入睡困难、早醒、睡

眠模式满意程度等 7 个项目，每个项目 0～4 分；总分

0～7 分无明显失眠，总分 8～14 分轻度失眠，总分

15～21分中度失眠，22～28分重度失眠。（1）SAS：包

括焦虑、害怕、惊恐等 20 项评分，每项 1～4 分，得

分越高，焦虑情绪越严重。（2）SDS：包括忧郁、易哭、

睡眠障碍等 20 项，每项 4 分，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

严重。（3）生活质量量表（WHOQOL-BREF）：包括自

评得分、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

5个项目，每个项目 20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处理所有数据，“x±s”形式录入

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检验水准：P<0.05 示比较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SQI 和 ISI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PSQI、ISI 显著高于研究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PSQI和ISI比较（x±s，分）

组别
PSQI ISI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80）15.42±2.1711.05±1.65* 19.42±3.4614.29±2.38*

研究组（n=80）15.68±2.34 8.79±1.23* 20.06±3.5710.87±1.60*

t 0.729 9.822 1.151 10.666

P 0.467 <0.001 0.251 <0.001

注：本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 SAS、SDS、WHOQOL-BREF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SAS、SDS 显著高于研究组，

WHOQOL-BREF 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SAS、SDS、WHOQOL-BREF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WHOQOL-BRE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80） 64.32±5.80 56.14±4.92* 65.19±6.22 58.72±5.39* 59.61±5.43 66.84±7.31*

研究组（n=80） 63.87±5.61 52.53±4.05* 64.74±6.10 53.54±4.68* 60.25±5.67 74.55±8.56*

t 0.499 5.067 0.462 6.491 0.729 6.126

P 0.619 <0.001 0.645 <0.001 0.467 <0.001

注：本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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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长期睡眠障碍不仅可引发焦虑、抑郁，还可导

致垂体前叶生长激素分泌下降、神经衰弱等，使生

理功能和心理功能进入惰性状态［4］。因此，临床上

需要重视。除了药物治疗，目前治疗失眠和不良情

绪的方法还包括认知行为干预、瑜伽、运动等，虽

然取得了一定疗效，但因干预方法与内容较为复杂，

推广度不易［5］。中医治疗睡眠障碍也有一定疗效，

但因疗程较长，依从性较差［6］。

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后的 PSQI 和 ISI 总分均

有明显下降，而研究组治疗后的 PSQI 和 ISI 总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单纯药物治疗降低躯体症状

与精神症状，促进睡眠，减少失眠。而联合正念减

压治疗能够取得更好的疗效。正念减压融合了冥想、

身体感知、按摩、运动等多种内容，并将其精简，

通过唤醒内在的专注力，来提高患者自我控制力，

从而减轻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端正精神行为与心理

状态，达到良性情绪与正常睡眠模式的相互促进［7］。

正念减压则能使患者正确认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避免回忆与联想增多，防止患者过于敏感或过分关

注头晕、头痛、烦躁、厌食等症状，从而纠正惰性

状态，提高身体觉知能力。躯体减压旨在消除睡眠

障碍的负性影响，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神经的

过度疲劳。

本研究还发现：对照组治疗后的 SAS、SDS 评分

均显著高于研究组，这可能与正念减压的下列机制

有关：（1）正念训练可使患者正视当下的压力，加

强其对情绪的管理，并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困难；

（2）正念的核心在于接纳与不评价，即用平和、的

态度对待自己的意识、症状，降低应激事件的刺激

性，使紊乱的植物神经功能得以恢复；（3）正念减

压可以促进大脑功能对睡眠和情绪进行正向调节，

抑制焦虑、抑郁，提高睡眠质量［8］。陶晶晶等［9］学

者主张对失眠症患者采取正念认知疗法，指导患者

用非评判的态度来观察自己的想法与感觉，防止抑

郁复发，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对照组治疗后的 WHOQOL-BREF 评分显著低

于研究组，说明正念减压能够促进患者生自我评价、

生理、心理等各个方面的良性发展。但本文未对患

者治疗后的睡眠障碍、不良情绪复发情况进行追踪

观察，因此，笔者建议在应用正念减压时，还需根

据患者的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程度适当调整治疗计

划，并在治疗后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促进正念减

压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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