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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认知治疗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低通气综合征的患儿的影响

张彩蝶 、 刘素静 、 张振华

【摘要】 目的　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低通气综合征患儿应用行为认知治疗后的效果。

方法　将我院 �1 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低通气综合征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

组 4� 例患儿给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喷鼻联合孟鲁司特钠口服治疗，观察组 4�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

增加认知行为治疗，对比两组患儿干预后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动脉血氧饱和度、心理行为、认知功

能及睡眠质量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

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评分均低于对照组，SaO2 水平、智商高于对照组（P<0.0�）。结论　行为

认知模式能够有效改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儿心理、行为、认知症状及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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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ehavioral cognitive model o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and its 
effect on sleep quality　　ZHANG Caidie，LIU Sujing，ZHANG Zhenhua.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General Hospi-
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cognitive model o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91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in our 

hospital were group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45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o-

metasone furoate nasal spray and montelukast sodium. Forty-six patients in the group incre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mode adjuvant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compared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auses，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psychological behavior，cognitive function，and sleep quality during the sleep proc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umber of pauses，PSQI scores，and Achenbach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slee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levels of SaO2 and IQ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Behavioral cognitive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

chological behavior，cognitive func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Key words】Behavioral cognitive model；Children；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Sleep quality；

Cognitive function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低通气综合征成

人中的发病率约为 6 ％～13 ％，儿童发病率约为

1％～4％［1］。该综合征对患儿睡眠结构及正常换气

均造成严重影响，患儿由于长期缺氧，对患儿情绪、

生长发育、睡眠质量、认知功能等均造成不良影响。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药物治疗是常用的治疗手段，

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对于患儿认知功能及睡

眠质量的改善效果仍不理想。认知行为干预能够通

过改善患儿认知，提升患儿治疗依从性［2］。本研究

旨在观察认知行为干预应用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1 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经多

导睡眠检测、X 线投影测量、鼻咽纤维镜检查等检

查确诊符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

标准［3］，纳入标准患儿年龄 6～12 岁，家属知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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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既往精神病史，合并上呼

吸道感染者，合并鼻腔占位性病变患儿，治疗前 60d

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

对照组 45 例，其中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7～11
岁，平均（8.92±0.36）岁；病程 2～11 月，平均（6.33
±0.33）月。观察组 46 例，其中男 27 例，女 19 例；

年龄 7～12 岁，平均（8.95±0.40）岁；病程 2～12 月，

平均（6.35±0.31）月。两组患儿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批准文

号：H20140100）喷鼻，1 揿 / 次 /d，孟鲁司特钠（国

药准字 J20130054）口服，5mg/ 次 /d；观察组患儿在

此基础上增加行为认知模式进行治疗，（1）认知干

预，①患儿家属认知干预，了解患儿家属对疾病的

认知，收集整理后找出其不合理认知信念并与之辩

论，为患儿家属普及正确概念系统，动摇其原有的

认知信念，随后通过开展讲座，结合视频、图片等

形式系统化的为患儿家属讲解疾病的发病原因、治

疗方法及危害，提升患儿家属对疾病的认知，重建

患儿家属认知信念，使其认识到与医护人员积极配

合按时服药及训练能够有效治疗疾病，并树立其面

对疾病的信心，能够自觉而积极的监督患儿并及时

纠正不良生活行为方式，认知干预完成后制定疾病

认知问卷，其内包含确认、感知到的病因、时间线、

后果、可治愈性和可控性五个维度，对患儿家属进

行考核，强化患儿家属认知程度，30min/ 次，2 次 /d，

持续干预 7d，7d 后依据问卷评分决定干预时间，总

分 100 分，分数 >90 分者不再干预，80～90 分者每

周干预 1 次，60～79 分者 1 次 /d，<60 分者继续按原

计划干预；②患儿认知干预，将疾病发病原因、治疗

方法、未及时治疗危害等知识制作成动画的模式让

患儿观看，共制作 30 集内容，每天播放 1 集，播放

后由家属提问患儿观后感，明确动画重点，使患儿

了解疾病危害及治疗方法，潜移默化的改变患儿思

想；（2）行为干预，依据患儿的喜好、年龄等选择

适合患儿的运动方案，比如踢球、跑步等，1 次 /d，

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将心率控制在

100～120 次 /min，干预期间，收集患儿体重、身高、

运动量等数据，计算出患儿每日需摄入热量，制定

合理饮食方案，控制患儿日间睡眠时间≤ 1 次，日

间睡眠时间 <60min，避免日间出现打盹行为，运动

时间 20～40min，2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30d

并对比治疗效果。

1.�　观察指标

 （1）记录并对比两组患儿干预后动脉血氧饱和

度（SaO2）水平变化及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水平变

化；（2）心理行为：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评

分进行评价，其内包含攻击性行为、社会退缩、躯

体诉求、分裂样焦虑、焦虑抑郁、多动行为 6 项内

容，每项采用 0～5 分进行评价，总分 30 分，分数

越低提示患儿心理行为越佳；（3）认知功能：采用中

国－韦氏儿童 / 幼儿智力量表（C－WISC/WYCSI）评

价患儿认知功能改变，C－WISC/WYCSI 量表包含言

语测试及操作测试两大维度 10 项内容，对患儿进行

测验后通过 TOT= I+S+PC+BD 公式换算为言语智商

及操作智商，评价患儿认知功能变化，总数越高提

示患儿认知功能越佳；（4）睡眠质量变化：采用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患儿治疗前后睡眠质量

变化，其内包含 7 大维度，18 条项目，总分 21 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儿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分别采用［n（％）］、（x±s）表示，χ2、t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动脉血氧饱和度及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SaO2 水平较观察组患者

水平低，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显著高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SaO2及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对比（x±s）

组别 时间 SaO2（％） 睡眠过程中暂停次数（次）

对照组（n=45）治疗前 73.35±4.08 36.38±4.11

治疗后 88.15±4.31△ 21.05±2.26△

观察组（n=46）治疗前 73.41±4.11 36.35±4.08

治疗后 95.16±4.25△▲ 15.15±1.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心理行为

治疗后，两组患儿 Achenbach 各项评分均较治

疗前显著降低，观察组患者降低效果更为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　认知功能

治疗后，观察组患儿言语测试、操作测试评分

及智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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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睡眠质量

两组患儿治疗 1、2、3 月后 PSQI 评分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观察组较对照组患儿水平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儿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月后 治疗2月后 治疗2月后

对照组 45 15.51±1.36 12.02±1.21* 10.32±1.01* 7.31±0.52*

观察组 46 15.49±1.39 9.96±1.11* 7.11±0.39* 4.99±0.28*

t 0.0694 8.4660 19.9170 26.4162

P 0.4724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确切发病

原因并不明确，解剖因素、内分泌因素、老年性变

化、遗传、肥胖等因素均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4］。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会导致患儿的睡眠结构及通气

功能出现异常，造成缺氧，对患儿的认知功能及生

长发育均造成严重影响［5］。

目前认为炎症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密切相关，通过抑制炎症反应能够有效控制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病情的进展［6］。糠

酸莫米松鼻喷剂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通过抑制

炎症反应，减轻对气道平滑肌的刺激，改善肺部通

气；白三烯是炎症介质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孟鲁司特

钠属于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的一种，够通过结合白三

烯受体，破坏白三烯生物学活性，抑制嗜酸粒细胞

浸润，调节血管通透性，缓解支气管痉挛，改善气

道高反应性状态［7］。邹姣云等［8］学者研究表明，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患儿的心理行为及认知

功能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会引起异常呼吸的发生，进而使得患儿

出现高二氧化碳血症，影响患儿的正常生长发育，

导致心理行为异常及认知损害的发生。因此，在对

治疗效果进行评价时，不仅仅需要观察患儿睡眠质

量、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同时亦需检测患儿认知功

能及心理行为变化。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儿治疗后睡眠过程中

暂停次数、SaO2 水平、Achenbach 评分 C-WISC、

C-WYCSI 量表水平及 PSQI 评分均较治疗显著改善，

证实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喷鼻联合孟鲁司特钠能够有

效改善患儿症状体征及睡眠质量，促进患儿认知水

平及心理行为良性发展。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儿

治疗后各项指标改善效果更优于对照组患儿，提示

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干预，能够

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儿认知功能及心理行

为。临床分析认为，患病儿童年龄较小，对疾病和

治疗都缺乏正确的认知，治疗依从性和配合性较差，

影响疾病治疗效果。此外，肥胖是儿童患者存在的

共同点之一，同时也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的危险因素之一，过度的肥胖会引起或加重

疾病的进程［9］。认知行为干预通过动画及常规模式

表2　治疗前后Achenbach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攻击性行为 社会退缩 躯体诉求 分裂样焦虑 焦虑抑郁 多动行为 合计

对照组（n=45） 治疗前 3.89±0.90 3.68±0.77 3.76±0.81 3.79±0.85 3.82±0.83 3.88±0.79 22.79±2.29

治疗后 2.02±0.50△ 1.96±0.39△ 1.88±0.43△ 1.95±0.41△ 2.03±0.49△ 2.01±0.38△ 11.98±1.01△

观察组（n=46） 治疗前 3.91±0.89 3.70±0.79 3.78±0.79 3.81±0.88 3.85±0.85 3.90±0.81 22.83±2.33

治疗后 1.13±0.22△▲ 1.15±0.19△▲ 1.16±0.21△▲ 1.11±0.18△▲ 1.09±0.12△▲ 1.05±0.09△▲ 6.30±0.3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治疗前后C－WISC/WYCSI量表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测试（分） 智商

言语测试 操作测试 合计 言语智商 操作智商 合计

对照组（n=45） 治疗前 31.02±4.16 33.65±3.98 65.02±6.69 69.38±9.22 79.52±10.22 69.23±13.21

治疗后 44.03±6.11△ 43.02±4.51△ 78.28±8.95△ 80.02±11.23△ 88.25±13.16△ 83.59±15.11△

观察组（n=46） 治疗前 31.06±4.19 33.71±4.01 64.98±6.72 69.41±9.19 79.55±10.28 69.31±13.19

治疗后 56.59±7.02△▲ 55.68±5.35△▲ 113.23±10.11△▲ 95.11±13.13△▲ 107.51±15.19△▲ 107.69±18.1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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