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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抑郁症患者的睡眠特点，探讨其主客观睡眠的异同点。 方法：对 30 例抑郁症患者、20 例正常人的

主观睡眠（PSQI）和客观睡眠（PSG）特点进行测量。 结果：抑郁症的 PSG 多项指标（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睡后觉醒

次数、觉醒总时间、觉睡比、睡眠总时间、睡眠效率、睡眠维持率、S1、S2）与正常对照有显著差异（P<0.05 或 P<0.01）；
抑郁症的 PSQI 多项指标（PSQI 总分、睡眠效率、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方面与正常对照有显著差异（P<0.01）。 抑郁

症的 PSQI 和 PSG 在睡眠效率、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1）。 结论：抑郁症患者的主观睡眠和

客观睡眠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抑郁症患者有高估自己睡眠障碍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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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objective sleep and subjective sleep in
depressions. Method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sleep disorder was made to 30 cases of depression and 20 normal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objective sleep and subjective sleep was made to 30 cases of depressions. Results: The indicators
of PSG (sleep time, sleep latency, awakening number, awakening time, AT/TST%, total sleep time, sleep efficiency, sleep
maintenance, S1 and S2) in de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those in controls. The indicators of PSQI (PSQI
total score, sleep efficiency, total sleep time, sleep latenc) in de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those in controls.
The sleep efficiency and actual sleep of objective sleep in depressions and insomn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ubjective sleep, and sleep latency was contrary. Conclusion: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ubjective sleep and objective
sleep abnormalities exist in a certain degree, subjective depressions have a tendency to exaggerate their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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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是抑郁症发病早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之一，研究表明约 90%的抑郁症患者会抱怨睡眠质

量问题 [1-3]。 抑郁症患者所抱怨的睡眠问题(主观睡

眠)与其实际睡眠状况(客观睡眠)是否一致，已有研

究多集中在抑郁症患者的主观睡眠特征或客观睡眠

特征，较少对二者进行对照研究。本研究就抑郁症与

正常对照的主客观睡眠进行了比较， 对抑郁症的主

观睡眠(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定)与客观睡

眠(用多导睡眠分析仪评定)进行了比较，探讨其异同

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抑郁症组 为 2007 年 2 月 至 2010 年 10 月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就诊的门诊或住院的

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 DSM-IV 和 CCMD-3
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②17 项版本 HAMD 评分中

总分≥21 分；③年龄 18-55 岁；④从未用药或停药

己超过 2 周者，长效抗精神病药物停用至少 6 月者；

⑤受试者或其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伴发严

重躯体疾病患者；②酒精或药物滥用或依赖者；③伴

发原发性睡眠障碍患者； ④近一周内出现感染或发

热者；⑤不合作者。本研究共收集抑郁症患者 30 例。

其中，男：14 例，女：16 例；平均年龄：31.97±9.37 岁；

平均病程：10.30±1.89 年； 受教育年 限：11.02±3.11
年。 已婚 14 例，未婚 16 例。
1.1.2 对照组 20 名正常对照均来自中南大学 湘

雅二医院精神科工作人员和实习生。 无任何精神疾

病史和家族史，无任何躯体疾患和神经系统疾患。其

中，男：9 例，女：11 例；平均年龄：30.89±5.23 岁；受

教育年限：12.33±2.02 年。 已婚 10 例，未婚 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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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量表评定 研究对象入组时进行匹茨堡睡眠

质量指数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
DEX)评定。
1.2.2 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检查 在睡眠

实验室睡两个晚上，一个晚上适应，另一晚上进行整

夜的多导睡眠图检查。 采用上海诺诚公司生产的多

导睡眠分析仪对被试进行整夜睡眠监测，环境要求、

准备工作、 仪器、 电极放置和技术参数参照 Rech-
eschaffen[5]标准执行。 分析指标：①睡眠进程：包括总

记录时间 (Total Recorded Time，TRT)， 睡眠总时间

(Total Sleep Time，TST)，睡 眠 潜 伏 期 (Sleep Latency，
SL)，睡后觉醒的次数(Awakening Number，AN)，觉醒

总 时 间 (Awakening Time，AT)，睡 眠 效 率 (Sleep Effi-
ciency，SE)，睡 眠 维 持 率 (sleep maintenance，SM)；②
睡眠结构：包括睡眠阶段(S1，S2，S3，S4)睡眠的时间

和百分比(S1-S4%)，慢波睡眠(S3+S4，SWS)时间和百

分比 (SWS%)， 觉睡比 (AT/TST%)，REM 睡眠时间

(REM Sleep Time，RT)和百分比(RT%)；③REM 睡眠

指标： 包括 REM 睡眠潜伏期 (REM Sleep Latency，
RL)，REM 活动度(REM Activity，RA)，强度(REM In-
tensity，RI)和 密 度 (REM Density，RD)，第 一 个 REM
睡 眠 时 间 (First REM Sleep Time，FRT) 及 百 分 比

(FRT%) 以 及 REM 睡 眠 出 现 的 次 数 (REM Sleep
Number，RSN)。

2 结 果

2.1 两组 PSG、PSQI 各项指标的比较

对两组被试 PSG、PSQI 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

现二者在 PSG 的睡眠总时间 （TST）、 睡眠潜伏期

（SL）、睡后觉醒 次 数（AN）、觉 醒 总 时 间（AT）、睡 眠

效率(SE)、睡眠维持率（SM）、觉睡比（AT/TST%）、S1、
S2 时间、 睡后觉醒次数 （AN）、REM 活动度（RA）、
REM 活动强度（RI） 、REM 活 动密度（RD）、第一 个

REM 时 间（FRT）等 方 面 有 显 著 差 异（P<0.05 或 P<
0.01）；二者在 PSQI 的总分、实际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潜伏期方面有显著差异。 见表 1。
2.2 两组各自主、客观睡眠比较

对抑郁症的主客观睡眠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表

2 显示， 抑郁症患者的客观睡眠和主观睡眠在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和睡眠潜伏期存在显著差异。
对正常组的主客观睡眠进行进一步比较， 表 3

显示， 正常组的客观睡眠和主观睡眠在睡眠潜伏期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抑郁症和对照组 PSG、PSQI 各项指标的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抑郁症患者主观睡眠与客观睡眠的实

际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潜伏期的比较

表 3 正常组主观睡眠与客观睡眠的实际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潜伏期的比较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抑郁症在 PSG
的睡眠潜伏期（SL）、睡后觉醒次数（AN）、觉醒总时

间 （AT）、和 觉 睡 比 （AT/TST% ）REM 活 动 度 （RA）、
REM 活 动 强 度（RI）、REM 活 动 密 度 （RD）、第 一 个

REM 时间（FRT）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均较正常对照

组长（或高）。 在睡眠总时间（TST）、睡眠效率(SE)、睡

眠维持率（SM）S1、S2 时间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

著，并且均较正常对照组短（或低）。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抑郁症在在 PSQI 的总分、睡眠潜伏期方面具有

非常显著差异，均较正常对照组长（或高），在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并且

均较正常对照组短（或低）。 表明抑郁症患者的主客

观睡眠观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特征性睡眠异常，这

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大致一致 [7，8]。 觉醒次数多，睡眠

效率、睡眠维持率低、睡眠潜伏期时间长反映了抑郁

症患者有睡眠维持障碍、早醒及入睡困难，这与行为

学调查结果相一致。
进一步比较抑郁症的主客观睡眠特征， 发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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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了各式各样的“业”，并在临终时努力产生“善”的

心态，就可能进入快乐的“轮回”[14]。 这一猜测有待研

究证实。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目睹亲人死亡却会影响

PTSD 和抑郁的检出率，提示亲眼目睹亲人丧生是丧

亲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应激源 [15]，我们应当尽量保护

少年儿童不直接受创伤现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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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客观睡眠的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显著高于其主

观睡眠，睡眠潜伏期显著短于其主观睡眠。 可见，抑

郁症不但存在睡眠质量问题， 且有明显对睡眠主-
客观评估不一致的特点。 这反映了抑郁症患者有高

估自己睡眠障碍的倾向， 他们主观上低估总的睡眠

时间，高估了睡眠潜伏期。进一步比较正常组的主客

观睡眠特征， 发现正常组主客观睡眠的的睡眠时间

和睡眠效率没有显著差异， 但在睡眠潜伏期方面主

观睡眠显著高于客观睡眠。 说明正常人睡眠潜伏期

也有一定程度主客观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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