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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治疗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余志金 员袁陈惠新 员袁朱列和 圆
渊员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袁圆 心理科袁广东

咱摘

要暂

惠州

缘员远园园员冤

目的院分析伴有情感障碍的肠易激综合征渊蚤则则蚤贼葬遭造藻 遭燥憎藻造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陨月杂冤患者的睡眠质量袁探讨心理疏导和氟哌噻吨

美利曲辛片渊商品名院黛力新冤对 陨月杂 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遥 方法院采用罗马芋标准诊断 陨月杂袁对符合纳入标准的伴有情感障碍的

陨月杂 患者予阿森斯睡眠障碍量表渊粤贼澡藻灶泽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 泽糟葬造藻袁粤陨杂冤尧焦虑自评量表渊泽藻造枣鄄则葬贼蚤灶早 葬灶曾蚤藻贼赠 泽糟葬造藻袁杂粤杂冤和抑郁自评量表渊泽藻造枣鄄

则葬贼蚤灶早 凿藻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糟葬造藻袁杂阅杂冤进行自我评估遥 随机分组后袁对照组采用一般对症治疗袁观察组在对症处理基础上加心理疏导和黛
力新治疗 圆 个月遥 再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袁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睡眠质量的差异遥 另随机选取行健康体检者渊体检组冤作

治疗前对比研究遥 结果院伴有情感障碍的 陨月杂 患者的 粤陨杂 总均分为 缘援怨 依 圆援苑袁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猿远援缘豫渊圆猿 辕 远猿冤袁均显著高于体
检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杂阅杂 总标准分 陨月杂 组与体检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陨月杂 组高于体检组曰而 杂粤杂 总标准分 陨月杂 组
与体检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治疗后观察组 粤陨杂尧杂阅杂 总标准分和失眠率均低于治疗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而 杂粤杂 总标准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伴有情感障碍的 陨月杂 患者常存在睡眠障碍袁粤陨杂
总均分和 杂阅杂 总标准分高于体检人群曰抗抑郁治疗可改善部分 陨月杂 患者的睡眠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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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 渊蚤则则蚤贼葬遭造藻 遭燥憎藻造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陨月杂冤
是指一组包括腹胀尧腹痛尧排便习惯改变和大便性状
异常的症候群遥 陨月杂 常伴有精神心理异常袁表现为精
神上的苦恼尧感情脆弱尧睡眠差尧焦虑尧抑郁尧疑病等遥
目前国内外有关 陨月杂 与睡眠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资
料较少袁且各报道的结果差异较大遥 本研究拟通过
比较伴有情感障碍的 陨月杂 患者行心理疏导和黛力新
治疗前后睡眠质量的差异袁 探讨抗抑郁对该类 陨月杂
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来惠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消化专科诊治袁近 圆 个月未接受相关治疗的符合
罗马芋标准咱员暂的 陨月杂 患者袁愿意接受本研究者遥 排除
标准院消化性溃疡尧炎症性肠病尧消化道肿瘤尧甲亢尧肠
道寄生虫尧精神疾病尧药物滥用史尧酗酒以及有严重视
听功能障碍而无法配合调查者遥另随机选取来医院行
健康体检者渊体检组冤 缘员 例作为治疗前对比研究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阿森斯睡眠评分量表 渊粤贼澡藻灶泽 蚤灶泽燥皂灶蚤葬
泽糟葬造藻袁粤陨杂冤咱圆暂评价所有受试者近 员 个月的睡眠质量遥
粤陨杂 由 愿 个自我评定问题组成袁 每个自评问题 园耀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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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袁累积各自评问题得分即为 粤陨杂 总分袁总分范围为
园耀圆源袁得分越高袁表示睡眠质量越差遥 总分约 源 分院无
睡眠障碍曰总分在 源耀远 分院可疑失眠曰总分跃 远 分以
上院失眠遥 用焦虑自评量表渊泽藻造枣鄄则葬贼蚤灶早 葬灶曾蚤藻贼赠 泽糟葬造藻袁
杂粤杂冤咱猿暂和抑郁自评量表渊泽藻造枣鄄则葬贼蚤灶早 凿藻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泽糟葬造藻袁
杂阅杂冤咱源暂评价受试者焦虑尧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遥每份
量表各有 圆园 道题目袁分别调查 圆园 项症状遥量表评定
按过去 员 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评定曰不
足 员 凿 者为野没有或基本没有冶曰员耀圆 凿 为野少有冶袁猿耀源 凿
为野常有冶袁缘耀苑 凿 为野几乎一直有冶遥 待自评结束后袁
把 圆园 个项目中的各项分数相加袁即得到了粗分遥 用
粗分乘以 员援圆缘 后取整数部分袁就得到标准分遥 标准
总分低于 缘园 分者为正常曰缘园耀远园 分者为轻度焦虑 辕
抑郁曰远员耀苑园 分者为中度焦虑 辕 抑郁袁苑园 分以上者为
重度焦虑 辕 抑郁遥分数越高袁症状越严重遥受试者要求
能理解每个问题的准确涵义袁 若特殊情况无法自评
者渊如文盲冤袁则由测试者逐条询问袁受试者自己判定
轻重程度遥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伴有情感障碍的 陨月杂 患者予
粤陨杂尧杂粤杂尧杂阅杂 进行自我评估遥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袁对照组采用一般对症治疗袁观察组在对症处理
基础上加心理疏导和黛力新治疗 圆 个月遥 再次对研
究对象进行 粤陨杂尧杂粤杂尧杂阅杂 问卷调查袁观察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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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上述指标的差异遥

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均数的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 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遥 检验水准 琢 越
园援园缘袁以 孕臆园援园缘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中入睡时间渊员援圆 依 园援怨冤分袁夜间苏醒渊员援员 依 园援猿冤分袁
比期望的时间早醒渊园援猿 依 园援缘冤分袁总睡眠时间渊园援愿 依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学软件分析遥 计量资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一般资料

共 远猿 例 陨月杂 患者纳入本研究袁其中男 圆愿 例袁女
猿缘 例袁年龄 员愿耀远缘 岁袁平均年龄渊源猿援怨 依 员员援猿冤岁遥 随
机分组后观察组 猿猿 例袁对照组 猿园 例遥体检组 缘员 例袁

其中男 圆远 例袁女 圆缘 例袁年龄 圆员耀远园 岁袁平均年龄
渊源员援圆 依 员猿援苑冤岁遥 各组年龄尧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
表员

粤陨杂 总分渊分冤
缘援怨 依 圆援苑鄢
源援猿 依 圆援员

组别
陨月杂 组
体检组

与体检组相比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圆援圆

陨月杂 组和体检组睡眠质量比较
远猿 例 陨月杂 患者的 粤陨杂 总分为渊缘援怨 依 圆援苑冤分袁其

园援苑冤分袁总睡眠质量渊员援圆 依 园援远冤分袁白天情绪渊园援缘 依
园援愿冤分袁白天身体功能渊园援远 依 园援怨冤分袁白天思睡渊园援圆 依
园援缘冤分曰睡眠障碍即失眠发生率为 猿远援缘豫渊圆猿 辕 远猿冤遥

体检组 粤陨杂 总分为渊源援猿 依 圆援员冤冤分袁失眠发生率为
员缘援苑豫渊愿 辕 缘员冤遥 两组 粤陨杂 总均分和失眠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杂阅杂 总标准分 陨月杂 组与体检组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陨月杂 组高于体

检组曰而 杂粤杂 总标准分 陨月杂 组与体检组比较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陨月杂 组和体检组的睡眠质量比较

杂粤杂 总标准分渊分冤
猿愿援愿 依 员怨援圆
猿远援远 依 员源援源

失眠率渊豫冤
猿远援缘豫渊圆猿 辕 远猿冤鄢
员缘援苑豫渊愿 辕 缘员冤

圆援猿 陨月杂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比较
远猿 例 陨月杂 患者分组后袁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性别
构成尧年龄尧治疗前 粤陨杂 总均分尧失眠率尧杂粤杂 和 杂阅杂
总标准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治

疗后观察组 粤陨杂 总分尧杂阅杂 总标准分和失眠率均低于
治疗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而 杂粤杂 总
标准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员 例治疗后出现自杀倾向而终止研究渊表 圆冤遥

表 圆 各组受试者治疗前后情况比较

组别

男 辕 女 年龄渊岁冤

粤陨杂 总分渊分冤

杂阅杂 总标准分渊分冤
源员援园 依 员缘援苑鄢
猿猿援员 依 员远援缘

失眠率渊豫冤

杂粤杂 总标准分渊分冤

杂阅杂 总标准分渊分冤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前
观察组 员缘 辕 员愿 源圆援远依员园援怨 远援园依猿援员 源援远依圆援猿鄢 猿远援源渊员圆 辕 猿猿冤 园怨援源渊猿 辕 猿圆冤鄢 猿怨援圆依员愿援圆 猿远援源依员缘援怨 源员援员依员源援园 猿源援猿依员猿援愿鄢
对照组 员猿 辕 员苑 源源援员依员员援愿 缘援愿依圆援猿 缘援缘依圆援远 猿远援苑渊员员 辕 猿园冤 圆猿援猿渊苑 辕 猿园冤 猿愿援猿依圆园援员 猿苑援怨依圆圆援猿 源园援愿依员苑援猿 猿愿援愿依员远援怨
与治疗前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猿 讨

论

陨月杂 是临床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袁 其病因和发
病机制尚未明了遥 患者症状多袁病程长袁目前虽有多
种先进的检查手段袁却往往不能发现其结构尧功能
方面的异常袁诊断尧治疗都较为困难遥 因此袁给患者
工作尧生活等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遥 流行病学资料
显示咱缘原远暂袁人群总体患病率多在 缘豫耀圆源豫袁其中男性患
病率 缘豫耀员怨豫袁女性患病率 员源豫耀圆源豫遥 陨月杂 患者常伴
发焦虑尧抑郁等情感障碍已日益受到临床医师的关
注袁 然与心理密切联系的睡眠情况与 陨月杂 间的关系
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较少袁且各报道结果存在差异遥
当前存在睡眠障碍的人群逐渐增加袁睡眠障碍
不但与精神心理疾病尧认知功能障碍尧过早死亡等相
关袁亦可导致消化道症状和其他相关疾病遥 睡眠生

理研究发现袁反复干扰睡眠可致腹胀尧腹痛尧胃十二
指肠反流尧排便习惯改变等袁而睡眠障碍可加重 陨月杂
症状遥 因此袁对 陨月杂 进行危险因素分析时袁应关注患
者的睡眠质量咱苑暂遥
睡眠障碍评估量表是临床医师和患者对于睡眠
问题进行的主观评定遥 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症状特
点尧有关量表进行评估袁能够获得睡眠障碍的量化依
据袁 有助于分析睡眠紊乱的程度和评价治疗效果遥
粤陨杂 就是临床常用的睡眠障碍评估量表之一袁 此表
已在美国睡眠障碍协会广为应用遥 研究表明咱愿暂袁陨月杂
患者有易醒尧晨起疲劳等睡眠障碍袁并且在睡眠脑电
的研究中发现 陨月杂 患者的快动眼睡眠时间延长袁这
与抑郁症患者的表现相似遥 杂粤杂 和 杂阅杂 是用于测量
焦虑状态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过程中变化情况的心
理量表袁其使用简单袁不需专门训练即可指导自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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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袁且分析方便袁能有效地反映焦虑 辕 抑郁状态的有

关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和变化袁特别适用于综合医院用
以发现抑郁症患者遥 杂粤杂 和 杂阅杂 的评分不受年龄尧性
别尧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袁现已在国外广泛应用遥
本研究中 袁陨月杂 组与体 检组 比较 袁陨月杂 患 者的

粤陨杂 总分尧睡眠障碍发生率尧杂阅杂 总标准分均明显偏
高袁与文献报道一致咱怨暂遥 而 杂粤杂 总标准分 陨月杂 组与体
检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可能与现在社会竞
争尧生存压力大袁职业人群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焦虑有
关遥 有研究显示袁抗抑郁剂与安慰剂相比袁前者治疗
后的 陨月杂 症状持续的相对危险度渊砸砸冤为 园援远远渊怨缘豫
可信区间为 园援缘苑耀园援苑愿冤袁 其中三环类抗抑郁药和选

择性 缘原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疗效相近遥 心理治疗
后 陨月杂 症状持续的 砸砸 是 园援远苑 渊怨缘豫可信区间为
园援缘苑耀园援苑怨冤咱员园原员缘暂遥 本研究显示袁治疗后观察组 粤陨杂 总
分尧杂阅杂 总标准分和失眠率均低于治疗前袁说明抗抑
郁治疗 陨月杂 可改善部分 陨月杂 患者的睡眠质量遥 但 员
例治疗后出现自杀倾向而终止研究袁提示抗抑郁过
程中应严格选择病例袁严密观察袁注意防范意外事件
发生遥
由于本组资料样本量较小袁 虽研究数据提示
陨月杂 患者存在睡眠障碍袁尚不能确定睡眠障碍与 陨月杂
发病确实存在因果关系遥 此外改善睡眠质量是否有
助于缓解 陨月杂 症状仍需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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