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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疗法对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的睡眠质量及神经递质的影响

陈　敏 1 、 宋清扬 1 、 郑　毅 2

【摘要】目的　探讨催眠疗法对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的睡眠质量及神经递质的影响。方法　选

取我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118 例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59 例）采用常规治疗手段，观察组（59 例）

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催眠疗法，持续干预 5 周。观察干预 5 周后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干预前后

患者的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睡眠进程参数指

标和血清 多巴胺（DA）、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等神经递质水平。结果　（1）观察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1.53％高于对照组的 77.97％（P< 0.05）；（2）观察组干预后患者的 PSQI 评分

和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3）观察组干预后患者的睡眠总时间、快速动眼期（REM）睡

眠时间、睡眠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低于对照组（P< 0.05）；（4）观察

组干预后患者血清 DA、5-HT、NE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催眠疗法干预老年失眠合并

焦虑患者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其焦虑情绪，促进机体神经递质水平恢复，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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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ypno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and neurotransmitter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nd anxiety
　　CHEN Min，SONG Qingyang，ZHENG Yi. Beijing Longfu Hospital，Beijing 100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ypnotherapy on sleep quality and neurotransmitters in elderly pa-

tients with insomnia and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118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nd anxiet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8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59 cases）re-

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59 cases）received combined hypn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5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5 weeks interven-

tion，as well as the pittsburg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score，sleep process 

parameters and serum dopamine（DA），5-hydroxyht（5-HT），norepinephrine（NE）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1）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91.5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77.97％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After intervention，PSQI and HAMA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The total sleep time，rapid eye movement period（REM）sleep time and 

sleep efficienc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sleep latency 

and awakening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4）After interven-

tion，the levels of DA，5-HT and 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ypnotherapy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o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nd anxiety，which can im-

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patients，relieve their anxiety，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body's neurotransmitter 

level，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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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困扰人类健康的睡眠障碍疾病之一，随

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社会压力的增加，睡眠障碍尤

其是失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病理状态［1］，有

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约有 35％的人受不同程度的失

眠困扰，中国失眠率也高达 10％～20％，其中老年

人群体发病率最高，高达 42％［2］。长期失眠会使大

脑缺血缺氧，进而引发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焦

虑、注意力不集中、机体免疫力下降等症状，进一

步导致其他疾病出现［3］。目前，治疗失眠合并焦虑

主要以西药治疗为主，其短期疗效已被证实，但长

期服用西药容易出现耐药性和成瘾性，停药后还可

能出现复发情况以及戒断综合症［4］。催眠是指催眠

师向被试提供暗示，以唤醒他的某些特定行为和特

殊经历，临床上已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干预，但目前

为止催眠疗法对老年人失眠合并焦虑的疗效方面研

究结果较少，为进一步了解催眠疗法对老年失眠合

并焦虑患者影响，本研究采取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

分析催眠疗法的可能治疗机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118 例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 版

（CCMD-3）［5］中失眠症诊断标准；（2）匹茨堡睡眠

质量指数量表（PSQI）［6］评分 >7 分；（3）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7］评分 >14 分；（4）年龄 50～70 岁；

（5）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1）接受其他心理治疗者；（2）患有严重心血

管疾病或病情不稳定者；（3）患有精神分裂症、人

格障碍、抑郁症等精神障碍史者；（4）药物、酒精

依赖者；（5）存在语言障碍不能完成量表测试者。

本研究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

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9 例。

其中观察组男性 27 例，女性 32 例；年龄 52～65 岁，

平均年龄（55.37±3.14）岁；病程为 1～18 个月，平

均病程为（12.89±3.12）月。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

性 31 例；年龄 51～65 岁，平均年龄（54.97±2.96）

岁；病程为 2～17 个月，平均病程为（12.21±3.31）

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睡眠干预、生活护理、药物治

疗等常规治疗手段。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催眠疗法，步

骤：病人取坐位或卧位，闭上眼睛，轻呼吸，双臂放

身体两侧，催眠师用凝视法或语言诱导的方式使患

者进入催眠状态，引导患者对焦虑的原因进行正确

认知，根据患者情况采用不同的语言诱导以消除患

者消极情绪，增强患者自我效能感同时建立心瞄用

以改善日后焦虑，最后解除催眠。持续干预 5 周。

1.3　观察指标

（1）干预 5 周后评估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根据临

床症状及干预前后 PSQI 评分减少率评估，痊愈：临床

症状消失，PSQI 减少率 75％以上；显效：临床症状明

显好转，PSQI 减少率 50％～74％；有效：临床症状有

所缓解，PSQI 减少率 25％～49％；无效：PSQI 减少率

24％以下；（2）采用 PSQI 评估干预前后患者的睡眠

情况，PSQI 评分包含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催眠药物、

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每项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评

价，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3）采

用 HAMA 评分评估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程度，，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7 分以下为无

焦虑，21 分以上为严重焦虑，分值越高患者焦虑越

严重；（4）记录两组干预前后患者的睡眠进程参数指

标，使用日本睡眠脑波分析程序测量患者的睡眠总时

间、睡眠潜伏期、快速动眼期（REM）睡眠时间、觉

醒时间以及睡眠效率等指标；（5）检测两组干预前后

患者血清神经递质水平。收集患者晨起静脉血 5mL，

使用台式高速离心机离心 5 分钟（3500 转 / 分），提取

血清约 2ml，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多巴胺（DA）、

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行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n（％）］表示，比较行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91.53％高于对照组的

77.97％（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PSQI 和 HAMA 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PSQI 和 HAMA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PSQI 和 HAMA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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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进程参数指标比较（x±s）

参数指标 时点 观察组（n=59） 对照组（n=59） t P

睡眠总时间（min） 干预前 356.23±20.14 358.12±20.08 0.510 0.611

干预后 419.23±20.21* 398.65±20.5* 5.491 0.000

睡眠潜伏期（min） 干预前 35.23±9.57 34.98±9.58 0.142 0.888

干预后 20.14±3.12* 27.56±3.48* 12.194 0.000

REM期睡眠时间（min） 干预前 61.45±10.25 61.51±10.26 0.032 0.975

干预后 79.13±8.21* 68.98±8.12* 6.752 0.000

觉醒时间（min） 干预前 37.12±6.58 37.19±6.62 0.058 0.954

干预后 20.13±4.89* 29.56±4.72* 10.658 0.000

睡眠效率（％） 干预前 84.12±9.56 84.17±9.57 0.028 0.977

干预后 97.01±3.54* 91.96±3.49* 7.803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DA、5-HT、NE水平比较（ng/mL，x±s）

组别
DA 5-HT NE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9） 77.21±10.23 93.25±18.27* 175.26±20.59 252.18±20.19* 135.25. ±23.12 214.21±30.78*

对照组（n=59） 77.22±10.19 108.25±25.07* 175.31±20.58 229.86±22.28* 134.26±23.09 178.25±25.13*

t 0.005 3.714 0.013 5.702 0.233 8.974

P 0.996 0.000 0.990 0.000 0.816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后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9）12（20.34） 23（38.98） 19（32.20） 5（8.47） 54（91.53）

对照组（n=59）11（18.64） 20（33.90） 15（25.42）13（22.03）46（77.97）

χ2 4.196

P 0.041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PSQI和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PSQI评分 HAMA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9）17.12±2.12 9.57±2.41* 21.05±2.15 8.67±2.55*

对照组（n=59）17.14±2.0913.11±2.24* 20.98±2.1312.21±3.23*

t 0.072 11.283 0.250 10.663

P 0.942 0.000 0.803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进程参数指标比

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睡眠进程参数指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睡眠

总时间、REM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较前升高，睡眠

潜伏期、觉醒时间较前降低，且观察组睡眠进程参

数指标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清 DA、5-HT、NE 水

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血清 DA、5-HT、NE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血清 DA、5-HT、NE 水平较前升高，且观察组患者

血清指标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3　讨论

睡眠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理过程，随着社会的

高速发展以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失眠症的发病

率也在不断增加，其中老年人失眠情况尤为突出［9］。

长期失眠会使患者产生记忆力减退，机体免疫力下

降等症状，同时还会增加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情

绪障碍的风险［10］。目前临床上多使用药物如镇静、

安眠药等对失眠症进行治疗，虽短期疗效较好，但

远期疗效差且易产生药物依赖性、耐药性和成瘾

性［11］。催眠疗法长期以来被用于各种心理干预，且

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疗效［12］，但目前为止关于其对失

眠症方面的疗效成果较少，为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

干预效果，我院对 118 例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进

行研究，以观察催眠疗法的可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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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高于

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患者的 PSQI 评分

和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患者的睡眠总时

间、REM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睡眠潜伏期、觉醒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催

眠疗法可改善患者的失眠症状，缓解其焦虑程度，增

加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其原因可能为：催眠可

以通过语言暗示或催眠术的手段，使患者处于催眠状

态，治疗者良性指导语言被有效地传入被治疗者的意

识之中，缓解和降低被治疗者失眠状态下精神焦虑和

抑郁程度，同时改善患者躯体感觉，使患者身体放松，

调节患者身心状态平衡，进而使患者过渡紧张的情绪

得到有效调整，增加患者睡眠时间，缓解患者焦虑程

度，睡眠质量得到有效提高，进一步使患者心情愉悦、

精神饱满、身体放松［13-14］。韩容等［15］使用催眠疗法对

48 例失眠患者进行研究，也表明催眠疗法可提高患者

睡眠质量，缓解患者焦虑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DA、

5-HT、NE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催眠

疗法有利于促进患者 DA、5-HT、NE 水平的恢复。

DA、5-HT、NE 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由下丘脑

前部睡眠中枢和后枢分泌，对人体睡眠起到重要调

节作用［16］。失眠、焦虑使机体生物钟非节律性地向

觉醒、睡眠诱导区开启，上行抑制系统通过神经递

质调节使大脑皮层抑制和兴奋作用失衡，下丘脑合

成神经递质受阻，导致抑制性神经递质浓度不足，

使机体接收神经递质兴奋性调节过渡，下丘脑 - 皮

质投射神经元去级化，产生睡眠障碍［17-18］。催眠疗

法可以缓解患者焦虑情绪，使患者身体得到放松，

调节患者身心平衡，身体接收到需要睡眠的信息，

生物钟节律性地向觉醒、睡眠诱导区开启，上行抑

制系统经过神经递质对大脑皮层抑制和兴奋调节作

用得到改善，下丘脑合成正常抑制性神经递质，机

体需要睡眠的信息正常传递，下丘脑 - 皮质投射神

经元同级化，睡眠质量增加［19-20］。综上所述，催眠

疗法干预老年失眠合并焦虑患者效果显著，可改善

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其焦虑情绪，促进机体神经

递质水平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陈君臻，滕晶 . 焦虑失眠症临床用药规律分析［J］. 吉林中

医药，2017，37（7）：727-728.

2.  杜雪云，王淑君，张轩，等 . 慢性失眠伴焦虑抑郁患者认

知功能障碍的γ振荡研究［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2020，29（6）：523-528.

3.  徐薇薇，吴爽，周冬蕊，等 . 交泰丸加减联合乌灵胶囊治

疗失眠伴焦虑状态的临床研究［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

杂志，2020，18（6）：890-893.

4.  张先庚，梁小利，韩国静，等 . 失眠伴焦虑老年患者中西医

结合心理护理效果观察［J］. 护理学报，2017，24（8）：55-57.

5.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 . 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M］.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65-67.

6.  卢美枚，裴清华，许芳，等 . 失眠患者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

况的相关性研究［J］. 世界中医药，2020，15（8）：1210-1213.

7.  李姿慧，吴梦蝶，李琪，等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焦虑自

评量表在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状态中的应用［J］. 长春中

医药大学学报，2018，34（4）：787-790.

8.  茅利玉，徐新亚 . 乌梅丸联合针刺疗法对失眠症患者血清

5-HT、BDNF 及 HAMA 积分影响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

刊，2017，35（12）：3187-3189.

9.  徐浩，汪洋鹏，楼招欢，等 . 中医治疗失眠病症常用中药药

对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2）：693-696.

10. 郭格，顾锡镇 . 黄连温胆汤加减治疗失眠的 Meta 分析［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7（1）：83-86.

11. 杨晓辉，张明，刘欣，等 . 王翘楚从肝论治失眠验案 5
则［J］. 江苏中医药，2017，49（5）：45-46.

12. 孙立平，周霞，王芹，等 . 基于 " 魄 " 的五音催眠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焦虑抑郁障碍［J］. 吉

林中医药，2020，40（5）：577-580.

13. 张义，阿地拉·阿吉，佟钙玉，等 . 米氮平联合 rTMS 治

疗伴睡眠障碍的老年焦虑症患者的临床疗效［J］. 国际精神

病学杂志，2017，44（3）：77-79.

14. 张静霞，刘敏科，吕明芮，等 . 催眠疗法联合乌灵胶囊

治疗失眠症 36 例［J］. 中医研究，2017，30（2）：17-19.

15. 韩容，赵媛，雷洋梅，等 . 催眠联合失眠的认知行为治

疗对伴有焦虑的慢性失眠患者的疗效观察［J］. 第三军医大

学学报，2019，41（4）：394-399.

16. 张美娅，王平，丁莉，等 . 睡眠及睡眠剥夺与 5- 羟色胺及其受

体的相关性探讨［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4）：805-807.

17. 曹腊梅，张建春，张宝田，等 . 养心定悸法对心律失常

伴失眠病人睡眠质量及 5-HT、DA 的影响［J］. 中西医结合

心脑血管病杂志，2019，17（13）：2011-2014.

18. 司天梅，陈胜良，郝伟，等 .5-HT_（1A）受体参与常见精

神疾病病理机制及 5-HT_（1A）受体部分激动剂的潜在治疗

效应研究进展［J］.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18，37（9）：8-13.

19. 李红梅，张伟，杨芳，等 . 心理治疗模式联合催眠治疗

对控制大学生应激性失眠的效果观察［J］. 国际精神病学杂

志，2016，43（1）：80-82.

20. 徐猛，赵荷剑，赵莘瑜，等 . 黛力新联合音乐疗法对脑

卒中后抑郁患者负性情绪及神经递质的影响［J］. 国际精神

病学杂志，2019，46（3）：483-485.

（收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