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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情况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遥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我院心身

障碍科 186 例抑郁症患者袁按照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渊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袁PSQI冤袁将总分逸8 分
的患者归入睡眠障碍组渊105 例冤袁总分约8 分的患者归入非睡眠障碍组渊81 例冤遥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袁给患者发放一般

情况调查表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袁HAMD冤尧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渊Hamilton anxiety scale袁

HAMA冤尧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渊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袁SSRS冤尧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渊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袁
TCSQ冤尧生活事件量表渊Life event scale袁LES冤袁比较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的一般情况和各项问卷结果袁

将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代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找出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遥 结果 渊1冤PSQI
问卷结果显示袁总分逸8 分的患者有 105 例袁占比 56.45%曰渊2冤睡眠障碍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较非睡眠障碍组大袁
HAMD 评分尧HAMA 评分均较非睡眠障碍组高袁主观社会支持评分较非睡眠障碍组低袁负性事件刺激量大于非睡

眠障碍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渊3冤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袁年龄尧不良情绪尧主观社会支持尧负性生活事件
均为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渊P约0.05冤遥 结论 睡眠障碍在抑郁症患者中较为常见袁年龄尧不良情
绪尧主观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其睡眠质量的独立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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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sleep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alyze its influ
encing factor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8, A total of 18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PSQI), patients with a total score of 逸8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105 cases), and patients with a total
score of <8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81 cas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general questionnaire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 and life event scale(L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various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 and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were substituted in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s in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identified. Results (1)PSQI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05 patients with a total score 逸8, accounting for 56.45%; (2)The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in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 was older than that in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 HAMD score and HAMA sco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 the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 and the amount of negative event stimulation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non-sleep disorder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3)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unhealthy emotions,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were all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s in the pa鄄

tients with depression(P<0.05). Conclusion Sleep disorders are relatively common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ge,
negative moo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are independe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sleep quality.
[Key words] Depression; Sleep disorders; Influencing factors; HAMD scores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袁生
活压力越来越大袁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遥 临床上袁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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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抑郁症患者以情绪低落尧兴趣下降尧思维迟缓为主
要症状[1]袁但也有 60%耀70%的患者在就诊时主诉躯体
不适袁其中睡眠障碍就是典型的躯体不适之一[2]遥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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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睡眠障碍有入睡困难尧觉醒频繁尧早醒等袁这些都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加重患者不良情绪袁甚至会
增加患者自杀的风险 遥 有学者发现袁睡眠持续时间缩
[3]

短往往是抑郁症患者的重要前驱症状袁并且 60%左右

抑郁症患者的首发症状即为失眠袁因此认为睡眠障碍
也是抑郁症的特征之一[4]遥还有研究显示袁睡眠障碍的

程度对抑郁症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袁睡眠越差袁

不良情绪越严重[5]遥 目前袁有关抑郁症睡眠障碍的发病
机制并不清楚袁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临床及时预防

和干预袁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遥 本文以我院心身障碍
科收治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发放问卷和量表
的方式进行调查遥 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我院心身障碍

科接受住院治疗的 186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年龄 18耀65 岁曰渊2冤符合美国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渊第 4 版冤中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6]曰

渊3冤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渊HAMD冤评分跃7 分曰渊4冤入院前
未服用镇静催眠类以及抗抑郁类药物遥 排除标准院

渊1冤合并其他精神类疾病曰渊2冤躯体疾病继发性精神抑

分跃24 分为重度抑郁[8]遥

1.2.4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渊HAMA冤 该量表主要用于焦
虑程度的评估袁共涉及 14 个条目袁每个条目均采用

0耀4 分的 5 级评分法袁将其所有项目得分累加即为

HAMA 量表的总分袁总分约7 分为正常袁总分 7耀13 分为
轻度焦虑袁总分 14耀20 分为中度焦虑袁总分逸21 分
为重度焦虑[9]遥

1.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渊SSRS冤 该量表由国内学者
肖水源编制袁共 10 个条目袁总分即十个条目计分之和遥
包括客观支持渊第 2尧6尧7 条冤尧主观支持渊第 1尧3尧4尧
5 条冤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渊第 8尧9尧10 条冤三个维度遥
其中第 1耀4尧8耀10 条袁选择 1尧2尧3尧4 项分别计1尧2尧3尧

4 分袁第 5 条分 A尧B尧C尧D 四项计总分袁每项从无到全
力支持分别计 1耀4 分袁第 6尧7 条分别如回答野无任何

来源冶则计 0 分袁回答野下列来源冶者袁有几个来源就计
几分遥 客观支持分值范围为 1耀不确定袁主观支持分值

范围为 8耀32 分袁对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分值范围为
3耀12 分袁分值越高袁社会支持状况越好[10]遥

1.2.6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渊TCSQ冤 该问卷是一种自评

量表袁由 20 条反映应对特点的项目组成袁包括 2 个方

面院积极应对渊10 个条目冤与消极应对渊10 个条目冤袁用
于反映被试者面对困难挫折的积极与消极态度和行

郁袁或伴有睡眠障碍曰渊3冤颅脑外伤后出现睡眠障碍曰

为特征遥 每个条目均采用从野肯定是冶到野肯定不是冶分

1.2 调查工具

50 分袁分数越高袁反映积极应对特征越明显袁消极应

渊4冤酗酒或嗜药导致的精神障碍遥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袁
主要包括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教育情况尧婚姻状况尧病程
等遥

1.2.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调查问卷渊PSQI冤 该问卷
由美国学者 Buysse 博士等编制袁用于评估患者近 1 个

月以来的睡眠状况袁此问卷包含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
他评条目袁在评估过程中第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

评条目不参与计分袁第 1耀18 个条目构成 7 组评分成
份袁分别是睡眠质量尧入睡时间尧睡眠时间尧睡眠效率尧
睡眠障碍尧日间功能障碍尧催眠药物袁每项均按 0耀3等

级计分袁累积各成份得分为 PSQI 总分袁总分范围为
0耀21 分袁逸8 分即为睡眠紊乱袁分值越高袁表示睡眠质
量越差[7]遥 参照 PSQI 问卷袁本研究将评分约8 分的患者

归入非睡眠障碍组袁将评分逸8 分的患者归入睡眠障
碍组遥

1.2.3 HAMD 本研究采用HAMD-17 量表遥 该量表总共

别按 5尧4尧3尧2尧1 等级计分袁积极应对分值范围为 5耀
对分值范围为 5耀50 分袁分数越高袁反映消极应对特征
越明显[11]遥

1.2.7 生活事件量表渊LES冤 该量表为自评量表袁用于
对生活尧工作尧社交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袁共包含

48 个条目遥 一过性的事件记录发生次数袁长期性事件
不到半年计为 1 次袁超过半年计为 2 次曰影响程度分
为 5 级袁从毫无影响到影响极重分别计 0尧1尧2尧3尧4 分袁

影响持续时间分 3 个月内尧6 个月内尧1 年内尧1 年以
上共 4 个等级袁分别计 1尧2尧3尧4 分遥 某事件刺激量=该

事件影响程度分伊该事件持续时间分伊该事件发生次
数遥 该量表将生活事件分为正性事件和负性事件袁正
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好事刺激量之和袁 正性生活事
件刺激量的意义有待研究曰负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坏
事刺激量之和袁刺激量越大袁越不利于身心健康[12]遥
1.3 调查方法

首先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袁深入理解本次研究的

包含 17 个条目袁其中 7 个条目按 0耀2 等级计分袁10 个

内容和目的遥 患者入院后袁向患者交代研究意义与流

即为 HAMD-17 量表的总分袁总分臆7 分为正常袁总分

护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各项问卷尧量

条目按 0耀4 分的 5 级评分法袁将其所有项目得分累加

8耀17 分为轻度抑郁袁总分18耀24 分为中度抑郁袁总

程袁并承诺其保密性遥 填写前均统一指导语袁患者在医
表的填写遥 本研究中袁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各项问卷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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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发放 186 份袁回收 186 份袁回收率为 100%遥

组高袁主观社会支持评分较非睡眠障碍组低袁负性事

1.4 统计学分析

件刺激量大于非睡眠障碍组袁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用率表示袁组间比较用 字2 检验袁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

2.3 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独立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遥 计数资料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采用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袁不符合正态分

归分析

布的数据采用[M渊QL袁QU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用 Mann-

将以上分析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渊年龄尧

HAMD 评分尧HAMA 评分尧主观社会支持评分尧负性事

W hitney U 检验袁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代入 Logistic

件刺激量冤代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以睡眠障碍

回归分析袁找出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袁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为因变量袁结果显示袁年龄尧不良情绪尧主观社会支持尧
负性生活事件均为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
因素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 结果
2.1 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一般情况比较

将 PSQI 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袁总分逸8 分

3 讨论

的患者有 105 例渊56.45%冤袁被归入睡眠障碍组袁总分约

研究表明袁抑郁与睡眠障碍之间具有复杂的双向

8 分的患者有 81 例渊43.55%冤袁被归入非睡眠障碍组遥

关系 [13]袁究竟孰因孰果关系袁以及抑郁症的睡眠障碍

均渊44.85依5.63冤岁袁受教育水平院初中或初中以下者

也被抑郁影响着袁二者相辅相成尧如影随形遥 国内学者

已婚 76 例袁离异 9 例袁丧偶 3 例袁病程 3耀10 年袁平均

现袁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为 62%袁说明其是抑郁症患者

睡眠障碍组中袁男 61 例袁女 44 例袁年龄 24耀65 岁袁平

病理机制尚不明确遥 睡眠障碍在影响抑郁的同时多半
对抑郁症患者入院 2 周内的睡眠情况进行调查后发

51 例袁高中或高中以上者 54 例袁婚姻状态院未婚 17 例袁

就诊早期的普遍症状[14]遥 本研究采用 PSQI 问卷对 186 例

渊5.17依0.65冤年遥 非睡眠障碍组中袁男 46 例袁女 35 例袁
年龄 18耀57 岁袁平均渊38.27依4.71冤岁袁受教育水平院初

抑郁症患者进行评估后袁将 105 例总分逸8 分的患者
归入睡眠障碍组袁占比为 56.45%袁与文献接近遥

中或初中以下者 37 例袁高中或高中以上者 44 例袁婚

姻状态院未婚 14 例袁已婚 58 例袁离异 7 例袁丧偶 2 例袁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袁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程度

病程 3耀9 年袁平均渊5.12依0.59冤年遥 见表 1遥

与年龄具有高度相关性袁20 岁以下的患者少有睡眠

2.2 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各项问卷结果比较

障碍袁20 岁以后袁随着年龄的增长袁睡眠障碍逐步增

结果显示袁睡眠障碍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较非睡眠

多袁显然中老年抑郁症患者较青年患者更易伴有睡眠

障碍[15]遥 研究认为袁老年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与其独

障碍组大袁HAMD 评分尧HAMA 评分均较非睡眠障碍

表 1 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一般情况和各项问卷结果比较
n

组别
睡眠障碍组
非睡眠障碍组
字2/t/Z 值

105
81

男

性别绎[n渊%冤]

61渊58.10冤
46渊56.79冤

n

组别
睡眠障碍组
非睡眠障碍组
字2/t/Z 值

105
81

未婚

17渊16.19冤
14渊17.28冤

女

44渊41.90冤
0.032
0.858

P值

年龄

35渊43.21冤

婚姻状态 [n渊%冤]
绎

已婚

离异

76渊72.38冤
58渊71.60冤

9渊8.57冤
0.036

7渊8.64冤

睡眠障碍组
非睡眠障碍组
P值

初中或初中以下

38.27依4.71

37渊45.68冤

8.475

3渊2.86冤
2渊2.47冤

105
81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8.52依0.96

17.83依2.10

0.438

-13.128

8.46依0.88
0.662

22.66依2.75
0.000

社会支持

5.17依0.65

19.50依2.05

17.45依1.92

0.541

21.153

16.778

5.12依0.59

6.40依0.80

25.15依2.65

33.73依3.66

0.434

0.343

0.439

0.665

0.732

注院性别绎尧受教育程度绎尧婚姻状态绎采用 字2 检验袁生活事件量表荫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140

HAMA 评分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渊x依s袁分冤

25.02依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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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渊54.32冤

HAMD 评分

消极应对

6.35依0.75

0.154

病程

渊x依s袁年冤

积极应对

利用度

54渊51.43冤

0.695

0.000
丧偶

高中或高中以上

51渊48.57冤

0.589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字2/t/Z 值

渊x依s袁岁冤

44.85依5.63

0.998

P值

受教育程度绎[n渊%冤]

渊x依s袁分冤

13.76依1.65
0.000

渊x依s袁分冤

13.18依1.55
0.000

生活事件量表荫[M渊QL袁QU冤袁分]

正性生活事件
刺激量

负性生活事件
刺激量

0渊0袁8冤

33渊17袁68冤

0.215

8.625

33.50依3.38

0渊0袁10冤

0.661

0.617

18渊9袁29冤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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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独立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Wald 值

OR 值

0.193

18.920

2.322

0.218

16.544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982

0.317

1.977

3.392

抑郁状态
焦虑状态
主观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0.438
-1.192
2.615

3.514

9.608
2.368

95%CI

5.475

1.436~4.892

0.002

2.363

1.613~6.274

0.015

1.590~3.393

3.703

3.756

P值

0.001

1.973~6.965

2.746

0.039

1.335~5.101

0.023

特的发病机制有关袁 老年抑郁症多与血管损害性疾病

激是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袁说明对能够引起不良
情绪的社会因素应予以足够重视遥

叶-纹状环路受损后易引发老年抑郁症袁 脑干上行通

综上所述袁通过问卷调查袁本研究认为睡眠障碍
在抑郁症患者中较为常见袁年龄尧不良情绪尧主观社会
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其睡眠质量的独立因素遥

渊脑卒中尧高血压尧糖尿病等冤有关袁脑血管中的前额

路的单胺能纤维受损尧5-HT 和 NA 水平下降袁扰乱神
经递质对睡眠的调节作用袁抑制 REM 睡眠袁因此患者

夜间觉醒增多尧睡眠时间缩短[16]遥 本研究中袁睡眠障碍

[参考文献]

组的年龄较非睡眠障碍组大 渊P约0.05冤袁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袁 年龄是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
素袁符合上述论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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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互为影响因素遥 本研究中袁睡眠障碍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尧HAMA 评分均较非睡眠障碍组高渊P约0.05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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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袁不良情绪因素是睡眠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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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rbid with depression院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鄄

独立影响因素袁与之吻合遥
还有研究表明袁社会因素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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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配伍禁忌情况袁即丁香与郁金合用治疗呃逆袁近年

来关于丁郁柿蒂汤对肝郁脾虚延迟性 CINV 疗效较
好的报道 袁但也存在关于患者同时服用丁香与郁金
[13]

后出现汗出恶心尧剧烈呕吐尧清水样便导致住院的报

道[14]袁所以在临床应用时要慎之又慎袁多方考虑袁再有
可选择的情况下避免同时开具野十九畏冶药物[15]遥
3.5 结论

中药饮片作为我院门诊患者的主要药物治疗手
段之一袁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强医师尧药师的合作袁对中
药饮片处方加强定期点评与监督袁提高中药饮片处方
质量和合理用药水平袁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袁保
证患者用药安全尧有效尧经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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