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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结合阿戈美拉汀治疗抑郁症伴失眠患者的疗效观察

杨晓乐 、 李奕男 、 徐雪婷 、 刘　鲲 、 李　想

【摘要】目的　观察八段锦结合阿戈美拉汀治疗抑郁症伴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58

例抑郁症伴失眠的住院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29 例，八段锦组 29 例，2 组病人均给予

阿戈美拉汀片口服，在此基础上八段锦组每日加用八段锦保健功法辅助治疗，观察治疗 8 周后 2 组

病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的变化。结果　在抑郁改

善方面，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睡眠改善方面，八段锦组 PSQI 评分

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八段锦传统功法可以提升抑郁症伴发失眠患者的睡

眠质量，且具有简便、无副作用、经济等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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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aduanjin combined with agomelatonin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YANG Xiaole，LI Yinan，XU Xueting，et al. Shenyang Sleep Center，Mental Health Center，Shenyang 1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aduanjin combined with agomel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with insomnia. Methods　58 in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nsomnia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29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29 cases）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given the oral administration of agomelatonin tablets. On this basis，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duanjin health care method every day.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8 weeks of treatment Changes. Results　In terms of depression 

improvement，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MD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Baduanjin traditional skill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ccompanied by depression，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no side effects，economy，etc.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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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据世卫组织

在 2014 年的统计显示：重度抑郁症在中国患病率为

3.02％［1］，中国疾控中心估计，2020 年我国抑郁症

患病率将增至 7.3％［2］。睡眠障碍是抑郁障碍最常的

伴随症状之一，也是不少首诊患者的主诉症状［3］。

据统计，约 90％的确诊抑郁症患者存在失眠症状［4］，

且有证据表明，睡眠障碍是抑郁症潜在的危险因

素［5］。一项发表于 2019 年的研究发现，任何类型失

眠群体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无失眠者的 2.33 倍［6］。阿

戈美拉汀是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可以在改善患者情

绪的同时，有效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但单一用药

在临床往往不能取得满意疗效，其中，苯二氮䓬类

药物的合并使用最为常见，虽能明显改善患者睡眠

情况，但患者对药物的依赖性较强，撤药时极易出

现戒断症状。在大力提倡中医“治未病”的时代，八

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中医传统功法是实现中医

“治未病”治疗失眠的重要方法之一［7］。基于此，本

研究选取我院住院患者 58 例，对比分析传统八段锦

保健功法联合阿戈美拉汀治疗抑郁症伴发失眠患者

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5 月～2019 年 12 月沈阳市精神卫

［作者工作单位］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中心（沈阳，110000）。

［第一作者简介］杨晓乐（1983.10-），男，辽宁沈阳人，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心理疾病及睡眠相关障碍。

［通讯作者］杨晓乐（Email：xiaole_young@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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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2 组 病 人 均 给 予 阿 戈 美 拉 汀 片 （ 国 药 准 字

H20143375，规格为 25mg 每片）口服，初始剂量

25mg/d，如有必要，可增加至 50mg/d，睡前一次顿

服。在此基础上八段锦组加用传统保健功法八段锦

辅助治疗，护理人员带领患者每天于早饭前、晚饭

后各练习一遍，连续练习 8 周。如具体包括：两手托

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需单举，五

劳七伤往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

攒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颠百病消。研究期间，禁

止联用抗精神病药物或其它抗抑郁药物，以及其它

物理治疗，如确有必要加用其它药物或治疗，则视

为脱落病例。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采用 HAMD、PSQI 评定疗效：于治疗前及治

疗 8 周末评定 2 组病人的 HAMD、PSQI。HAMD 减

分率 =（治疗前总分－治疗后总分）/ 治疗前总分 ×

100％。痊愈：HAMD 减分率≥ 75％或 HAMD 总分

≤ 7 分；显著进步：50％≤ HAMD 减分率＜ 75％；好

转：25％≤ HAMD 减分率＜ 50％；无效：HAMD 减

分率＜ 25％。以前两者合计为有效 ［8］。失眠改善以

PSQI 总评分减分值评定，减分值≥ 5 分为有改善，

减分值＜ 5 分为无改善［9］。

1.4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在抑郁改善方面，八段锦组痊愈及有效人数高

于对照组，但对比分析发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0.107，P=0.743 ＞ 0.05），结果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抑郁疗效比较［例（％），n=29］

组别 痊愈 显著进步 好转 有效 无效

八段锦组 11（37.93） 6（20.69） 6（20.69）17（58.62）6（20.69）

对照组 10（34.48） 6（20.69） 6（20.69）16（55.17）7（24.14）

在睡眠改善方面，八段锦组睡眠有改善人数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735，

P=0.030 ＜ 0.05），结果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睡眠疗效比较［例（％），n=29］

组别 有改善 无改善

八段锦组 28（96.55） 1（3.45）

对照组 21（72.41） 8（27.59）

2.2　评分情况对比

八段锦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与治疗后分别对

比 HAMA、PSQI 评分情况，结果显示：治疗前，八

段锦组与对照组 HAMA、PSQI 对比分析 P 值均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八段锦组与对

照组 HAMA 对比分析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八段锦组与对照组 PSQI 对比分析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4。

2.3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中出现头晕、虚汗、口干、

焦虑、肝功能异常、失眠加重等不良反应共 3 例，

八段锦组患者在治疗中出现上述不良反应共 2 例。

生中心睡眠中心住院的 58 例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手册（ICD-10）抑郁症的诊断标

准且伴有睡眠障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评分≥ 17 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11 分

且失眠持续 3 个月以上；年龄 18～60 岁；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心电图正常；患者及监护人知情同意，在

治疗前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排除标准：心脏、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及有明

确躯体疾病导致的继发性失眠；有类似药物过敏史；

妊娠或哺乳期；重度抑郁伴有严重自杀自伤意念或行

为；有药物滥用史；有躯体残疾，活动不方便者；脑

器质性疾病或滥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入

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29 例，八段锦

组 2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29）

组别
性别［例（％）］ 年龄 病程 HAMD PSQI

男 女 （x±s，岁） （x±s，年） （x±s，分） （x±s，分）

八段锦组 14（48.28） 15（51.72） 48.20±7.66 1.71±1.10 25.03±5.05 15.28±1.85

对照组 16（55.17） 13（44.83） 45.24±8.66 2.21±1.97 24.17±5.37 15.1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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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6.90％）与对照

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10.34％）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0.215，P=0.643 ＞ 0.05）。

3　讨论

八段锦起源于北宋，“锦”有绚丽多彩瑰宝之意。

此外，“锦”还可理解为多个导引术式的汇集，是一

套完整的健身方法。失眠的主要病机是阴阳失调。

八段锦属于内功为主、内外相合的定步动功，是在

中医经络理论及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经过长

期的实践摸索总结而成。它主要是通过发掘人体自

身的抗病潜能而获效。其功法特点圆柔和缓，通过

肢体运动来导形引气，进而调和气血、畅通脏腑经

络，使阴阳失调的脏腑重新恢复平衡，从根本上治

疗失眠症。此外，健身功法八段锦有简单易学、不

需要器械、不受场地限制的特点，适合各类人群练

习，但练习的时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练习八段锦

不仅要注意外形动作，还要注意配合呼吸及以意领

气和动作的得气感，“内外兼修”才能收获最佳效果。

二是八段锦需要静下心持之以恒练习，它取得实效

需要一定时间。

本临床观察中，加用了传统功法八段锦的八段

锦组治疗四周后在睡眠改善方面效果明显优于对照

组，说明传统功法八段锦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症患者

伴发的睡眠障碍，具有操作简便、禁忌症少、无毒

副作用等优势。但对抑郁情绪的改善，两组对比无

统计学差异，笔者认为，如果增加本研究的样本量，

可能会使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更高。综上所述，八

段锦传统功法在临床治疗抑郁症伴失眠患者的效果

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症带来的伴随症状，提升

患者的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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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治疗前后两组 HAMD、HAMA 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HAMD

t值 P值
PSQI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八段锦组 25.03±5.05 11.55±5.54 9.69 0.000 15.28±1.85 5.79±1.78 19.891 0.000

对照组 24.17±5.37 12.0±6.06 8.095 0.000 15.14±2.05 7.76±2.23 13.123 0.000

t值 0.630 0.294 0.269 3.709

P值 0.531 0.770 0.789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