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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对抑郁症伴
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吕学玉 林颖娜 洪兰 王芳

赵阳 汪卫东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医心理疗法中的低阻抗意念导入法对抑郁症伴失眠患者的作用。方法 对
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入组的 24 例抑郁症伴失眠患者采用低阻抗状态睡眠调控技术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干
预，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方法，观察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多导睡眠图（PSG）监测结果，
并对主观与客观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价。结果 干预 6 个月后，患者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多
导睡眠监测结果均显示睡眠质量明显改善。干预前后分别 PSQI 睡眠质量分别为(2.500±0.589)分、
(1.416±0.928)分，入睡时间分别(2.375±0.875)分、(1.416±0.880)分，睡眠时间分别为(2.125±0.947)
分、(1.500±0.884)分，睡眠效率分别为(1.625±1.135)分、(0.958±0.954)分，睡眠障碍分别为(1.875±
0.536)分、(1.416±0.775)分，日间功能分别为(2.416±0.880)分、(1.833±1.203)分。PSG 监测结果显示，
干预前后睡眠效率分别为(0.82±0.11)%、(0.88±0.10)%，觉醒次数分别为(3.92±3.24)次、(2.38±1.21)次，
1 期睡眠百分比分别为(27.4±11.9)%、(23.5±7.8)%；3 期睡眠百分比分别为(10.2±6.8)%、(15.6±5.9)%，
REM 睡眠百分比分别为(23.89±6.84)%、(16.16±6.36)%。结论 低阻抗状态睡眠调控技术可提高抑郁
症伴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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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ought imprint psychotherapy in lower resistant state (a
TCM psychotherapy ) treating insomnia accompanied by depression. Methods Intervened patients by sleep
regulating technique of lower resistant state for 6 months. PSQI and PSG were tested prior and post treatment.
Results The data from PSQI and PSG indica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leep quality：PSQI: sleep quality
(2.500±0.589) vs (1.416±0.928), initiating sleep time(2.375±0.875) vs (1.416±0.880), sleep time (2.125±
0.947) vs (1.500±0.884), sleep efficiency (1.625±1.135) vs (0.958±0.954), sleep disorder (1.875±0.536)
vs (1.416±0.775), daytime function (2.416±0.880) vs (1.833±1.203); PSG: sleep efficiency (0.82±
0.11)% vs (0.88±0.10)%, number of wake (3.92±3.24) vs (2.38±1.21), stage 1 percentage (27.4±11.9)%
vs (23.5±7.8)%, stage 3 percentage(10.2±6.8)%vs (15.6±5.9)%, REM sleep percentage (23.89±6.84)%vs
(16.16±6.36)%, P＜0.05 or 0.01. Conclusion Sleep regulating technique in lower resistant state can improve
patients’ sleep quality.
【Key words】 Depression accompanied with insomnia；Thought imprint psychotherapy in lower
resistant state；Sleep regulating technique

失眠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也是抑郁症患
者最为关注的症状。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

对于抑郁症的康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研究显
［1-2］

示，失眠症状是抑郁症复燃的危险因素之一

。

因而，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量是治疗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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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本文采用中医心理疗法中低阻抗意
念导入法（thought imprint psychotherapy in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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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t state，TIP）干预抑郁症伴发的失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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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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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全部病例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受试者睡眠习惯在 9∶30～10∶00 开始，连续记
录 8 h，内容包括脑电、眼电、下颌肌电、心电等，

安门医院心理科与睡眠门诊，观察时间为 2008 年

参考电极选取耳后乳突处采集。睡眠分期由经过

12 月至 2010 年 10 月。本研究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

培训的两名技术员独立进行。③匹兹堡睡眠质量

方法进行观察，观察之初入组患者 30 例，因各种等

指数量表（PSQI）：是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测评被试

原因中断治疗者 6 例，完成全部试验者 24 例。24

主观感觉的睡眠质量量表，包括睡眠质量、入睡

例患者中，男性 9 例、女性 15 例；年龄：＜35 岁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

者 7 例（29.2%）
、35～55 岁者 9 例（37.5%）
、＞55

物、日间功能等因子。

岁者 8 例（33.3%）
；受教育程度：初中文化者 3 例

1.4

（12.5%）
、高中者 6 例（25.0%）
、大学以上者 15

技术进行干预

例（62.5%）
；病程：＜6 个月者 10 例（41.7%）
、6

睡眠剥离技术与睡眠信心增强技术。每次干预时

个月至 2 年者 9 例
（37.5%）
、
2 年以上者 5 例
（20.8%）
。

间为 30 min，由主治以上的医师实施，干预时间

1.2

为 6 个月。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依据《中国精神障碍

干预方法：采用 TIP 技术体系中的睡眠调控
［4 ］

，包括睡眠环境适应技术、情绪-

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抑郁症标准

1.5

制定。⑴纳入标准：①符合 CCMD-3 抑郁症诊断

睡眠结构与进程有关参数、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标准，失眠症状继发于抑郁之后；②年龄为 18～

量表评分，在治疗前、治疗 6 个月后进行检测。

65 岁；③治疗前 2 周未使用抗抑郁药及其他抗精

1.6

神病药物者，或虽使用但已清洗 2 周者；④初中

软件，所有的统计检验采用双侧检验。数据录入

以上文化；⑤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⑵排除标准：

由两名研究生独立填写 EXCEL 表格。计量资料数

①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不宁腿综合征等睡眠

据，组间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者用组间 t 检验；经

障碍者；②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③妊娠及哺乳

方差齐性检验，方差相齐者用 t 检验，方差不齐者

期妇女；④重度抑郁症或有严重自杀倾向者。本

用校正 t 检验（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用非参

研究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进行，均经本

数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统计学意义。

1.3

观察指标与时间点：睡眠监测观察指标选用

统计学方法：数据分析采用 SPSS 13.0 统计

检测内容及方法：①蒙哥马利抑郁量表

（MADRS） 3 ：由医生根据患者情况进行评定。

2

该量表有 10 项（抑郁、抑郁主诉、内心紧张、睡

2.1

眠减少、食欲减退、注意集中困难、懒散、感受

后，患者睡眠状况好转，白天精神状态也有所改

不能、悲观思想、自杀观念），每项为 7 级评分，

善。PSQI 评分中患者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分别观察 10 项内容并评分。评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总分评

分标准：＜12 分，没有明显抑郁；≥12 分、＜22

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分为轻度抑郁；≥22 分、＜30 分为中度抑郁；≥30

见表 1。

分、＜35 为重度抑郁；≥35 分为极重度抑郁。②

2.2

多导睡眠监测（PSG）：睡眠监测在中国中医科学

高患者睡眠效率，降低浅睡眠百分比，增加深睡

院广安门医院睡眠医学中心进行，采用万泰公司

眠。与干预前比较，干预后睡眠效率、觉醒次数、

研制的 24 导 SW-SM2000C 多导睡眠分析系统实施

1 期睡眠百分比、3 期睡眠百分比、REM 睡眠百

监测。为排除首夜效应，对被试者连续进行两夜

分比均有明显变化，但未发现对入睡潜伏期的影

监测。室温 18～22℃，环境安静。每次监测按照

响，见表 2。

［ ］

结果
干预前后 PSQI 评分的变化：TIP 干预 6 个月

干预前后 PSG 的变化：结果表明，TIP 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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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伴失眠患者 TIP 治疗前后 PSQI 积分变化比较(分， x ± s )

表1
观察阶段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

干预前

例数
24

2.500±0.589

2.375±0.875

2.125±0.947

1.625±1.135

1.875±0.536

2.416±0.880

14.083±3.387

干预后

24

1.416±0.928a

1.416±0.880b

1.500±0.884a

0.958±0.954a

1.416±0.775a

1.833±1.203a

9.583±3.598a

t值

6.843

4.918

2.532

2.497

2.882

2.933

5.717

P值

0.000

0.000

0.019

0.020

0.008

0.007

0.000

a

总分

b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P＜0.01

表2
观察阶段

例数

抑郁症伴失眠患者 TIP 治疗前后 PSG 变化比较( x ± s )

睡眠效率

觉醒次数

(%)

(次)

1 期睡眠百分比

3 期睡眠百分比

(%)

(%)

(min)

24

0.82±0.11

3.92±3.24

27.40±11.90

10.20±6.80

23.89±6.84

76.15±6.80

37.04±47.43

干预后

24

0.88±0.10a

2.38±1.20a

23.50±7.80b

15.60±5.90a

16.16±6.36a

83.83±6.36a

31.94±49.13

－2.280

2.180

2.890

2.160

－4.040

－4.209

0.960

0.027

0.030

0.006

0.030

0.000

0.000

0.347

P值

(%)

REM 睡眠百分比 NREM 睡眠百分比 NREM 期潜伏期

干预前
t值

(%)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bP＜0.01

3

讨论

充分考虑了失眠的原因，从“审证求因”的角度

TIP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汪卫东教

解决睡眠环境依赖、睡眠信心降低等问题，建立

授在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融合中医气功

起良性睡眠习惯，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这可

学、心理学及行为医学相关内容创立的适合中国

能是低阻抗睡眠调控技术治疗起作用的原因。

人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形成包括基础技术、

参

核心技术、对症技术在内的治疗体系，且已初步
经过临床验证。睡眠调控技术是其中的一项对症
治疗技术

［1］

。该研究是在治疗抑郁症的基础上结

Perlis ML，Giles DE，Buysse DJ，et al. Self reported sleep

Brunello N，Armitage R，Feinberg I，et al.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orders:

clinical

relevance,

economic

burden

and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Neuropsychobiology，2000，42（3）：

量监测均有明显改善，入睡潜伏期缩短，入睡难

107-119.

主诉减少；REM 睡眠百分比减少，可能与患者

［3］

梦多主诉减少有关；觉醒次数减少表示睡眠质量

［4］

张作计.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
社，2005：223-280.

改善。

汪卫东. 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4.

研究结果表明，患者主观入睡时间缩短，客

［5］

观监测却未发现入睡时间缩短，主客观评价之间

［6］

改善，不再过多关注入睡时间，减少了由此产生
的焦虑情绪，主观感觉入睡时间缩短。
目前，国外应用广泛刺激限制疗法等认知行
在国内的应用并不理想，原因可能是

文化背景的差异，患者不能接受严格而看似教条
的规定。而低阻抗状态下的睡眠调控技术的使用

汪卫东. 气功入静状态下的睡眠调控技术. 国际中医中药杂
志，2009，31（4）
：349-350.
于海亭，付慧鹏，孟纲. 认知疗法干预失眠的效果分析. 中国
临床康复，2006，10（26）：106，116.

的差别可能由于情绪改善引起，随着抑郁情绪的

［ 6-9 ］

献

Affect Disord，1997，42（2-3）：209-212.
［2］

结果看，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评价及客观睡眠质

为技术

文

disturbance as a prodromal symptom in recurrent depression.

［ 5］

合睡眠调控技术以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从干预的

考

［7］

蒋春清，陶建青. 认知行为疗法对失眠症患者睡眠和生活质
量的影响.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14（1）：113-115.

［8］

李冲，陈佐明，杜好瑞，等.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慢性失眠症

［9］

毛洪祥. 行为认知治疗慢性失眠 112 例报道. 中国民康医学

对照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14（6）492-493.
杂志，2004，16（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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