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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胃安神汤对失眠症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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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和胃安神汤对失眠症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方法,以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微动敏感床垫睡眠监测系统
(MSMSMS)为研究工具,观察 52 例失眠症患者服用和胃安神汤前后睡眠及生活质量变化情况。结果

和胃安神汤可以

降低患者 PSQI 总分以及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评分(P ＜0.01)；缩短患者入
睡潜伏期、觉醒时间,增加患者深睡眠时间和 REM 睡眠时间(P ＜0.05 或 0.01)；提高患者 WHOQOL-BREF 生理、心
理、社会领域评分(P ＜0.05 或 0.01)。结论

和胃安神汤可以调整失眠症患者的睡眠结构,改善其睡眠质量以及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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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wei Anshen Tang on Quality of Sleep and Life of Patients with Insomnia LUO Hai-ou1,2,
LI Shao-dan1, YANG Ming-hui1, LI Dong-Yue3, ZHAO Hong1 (1.Institute of TCM,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2.TCM Department of Xinqiao Hospital,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f PLA, Chongqing 400037,
China；3.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Hewei Anshen Tang on quality of sleep and life of
patients with insomnia. Methods A prospective and self-control clinical trial was carried out. Fifty-two
patients with insomnia were collected and treated with Hewei Anshen Tang. PSQI and WHOQOL-BREF
scores of patients were assessed and sleep phases were monitored by MSMS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of Hewei Anshen Tang,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and scores of five items, including
sleep quality, sleep time, total sleep time, sleep efficiency, daytime dysfunction, were decreased (P ＜0.01).
Sleep latency and awakening time were decreased, deep sleep time and REM sleep time were increased
detected by MSMSMS (P ＜0.05 or 0.01). WHOQOL-BREF scores in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ields were increased (P ＜0.05 or 0.01). Conclusions Hewei Anshen Tang can regulate sleep patter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life of patients with insomnia.
Key words：insomnia；Hewei Anshen Tang；PSQI；WHOQOL-BREF；MSMSMS
失眠是指人体对睡眠时间和/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白天社

1.2

[1]

评估工具

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 。杨明会教授根据《内经》“胃不和

[7]
①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18 个条目组成 7

卧不安”提出“和胃安神”法治疗失眠,在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个成分,每个成分按 0～3 等级计分,累积各成分得分为 PSQI

[2-6]

。笔者采用前瞻性、

总分,总分范围为 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以

对照、开放的临床研究方法,以睡眠和生存质量量表以及微动

PSQI 总分值＞7 判为失眠。②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定量表

敏感床垫为工具,观察和胃安神汤对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睡眠

[8]
简表(WHOQOL-BREF) ：能够产生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

结构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境 4 个领域的得分,包含 2 个独立分析的问题条目。领域得分

1

按正向计(即得分越高,生存质量越好),领域得分通过计算其

状和睡眠质量等方面确有明显的效果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收集 2009 年 5 月－2010 年 8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医科门诊就诊的失眠患者。

所属条目的平均分再乘以 4 得到。
1.3

睡眠监测
应用北京新兴阳升公司生产、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的

RS-611 型微动敏感床垫睡眠监测系统(MSMSMS)及其分析软件
基金项目：首都医学发展基金(SF-2009-Ⅱ-16)

对睡眠结构进行检测。该睡眠监测系统是一种无任何粘贴电极

通讯作者：杨明会,E-mail：ymh9651@yahoo.com.cn

和绑缚设备、无约束的新颖睡眠检测仪器,在受检者自然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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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利用特制微动敏感床垫传感器来检测人体的体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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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软件,计量资料数据以x±s 表示。先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

搏和呼吸对床垫的压力变化,从而测量出胸冲击、腿冲击、呼

态分布、方差齐性者进行成组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

吸、心率和翻身等信号,并提供被测者的睡眠结构图,记录睡眠

不齐者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

时间、觉醒次数及时间、呼吸暂停的次数及时间等,由此分析

2

[9]

受试者的客观睡眠状况及其睡眠结构情况 。睡眠时间依受试

结果

2.1

一般特征

对象平时作息习惯而定,检测当晚受试者自由躺在睡眠监测系

53 例失眠患者纳入试验,过程中剔除 1 例自行服用安眠药

统的睡眠监测床垫上自然入睡,第 2 日自然醒觉起床。MSMSMS

患者,进入结果分析 52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32 例；年龄

睡眠结构检测结果主要包括睡眠潜伏期、睡眠期、睡眠中的醒

22～64 岁,平均(43.46±12.13)岁。

觉期 3 个部分指标。

2.2

1.4

病例选择标准

和胃安神汤对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1.4.1

诊断标准

52 例失眠患者经中药治疗后,PSQI 总分、睡眠质量、入睡
①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评分降低。见表 1。
—

[10]
准》 。②“脾胃不和”型失眠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

表 1 52 例失眠患者 PSQI 量表各项目评分治疗前后比较(x±s,分)

[11]
和国卫生部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拟定。主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症：入睡困难或睡而不实,醒后再难入睡,甚至彻夜难眠,多梦

PSQI 总分

14.13±4.11

8.23±3.34

-8.034

0.000 0

等；次症：头晕或头昏,痰多,口疮或口味异常,胃脘痞满或痛,

睡眠质量

2.12±0.28

1.87±0.62

-2.650

0.009 3

呃逆,嗳气,恶心,干呕或呕吐,纳差,腹胀或痛,肢体困倦,大便

入睡时间

2.49±0.36

2.13±0.47

-4.385

0.000 0

失常；舌脉：舌质淡或淡红或红或淡黯或黯红,苔薄白,或薄黄,

睡眠时间

2.21±0.78

1.77±0.64

-3.145

0.002 2

或白腻,或黄腻,脉缓或弦或滑。具备主症兼具 2 项以上次症并

睡眠效率

2.14±0.41

1.93±0.33

-2.877

0.004 9

具有相应舌脉者即可诊断。

睡眠障碍

1.35±0.62

0.95±0.68

0.784

0.435 1

1.4.2

日间功能障碍

1.28±0.66

0.89±0.54

-3.298

0.001 3

纳入病例标准

①符合失眠诊断标准者；②年龄在

18～65 岁之间者；③ PSQI 总分＞7 者；④自愿参加,并签署

2.3

和胃安神汤对患者睡眠结构的影响
52 例患者经中药治疗后,入睡潜伏期、觉醒时间缩短,

知情同意书者。
1.4.3

排除病例标准

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过敏体质者；②

＞5 min 觉醒次数减少,深睡眠时间、REM 睡眠时间增加。见表 2。
—

表 2 52 例失眠患者 MSMSMS 各睡眠时相治疗前后比较(x±s)

其他躯体性疾病导致失眠者；③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恶性
肿瘤,肝、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④精神病患者。
1.4.4

病例剔除标准

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被误纳入者；②

项目

治疗前

睡眠总时间(min)

未按研究方案规定用药的病例；③同时服用镇静催眠药者。

入睡潜伏期(min)

1.4.5

退出(脱落)病例标准

t值

治疗后

429.21±52.46 434.13±43.17
41.82±27.11

P值

0.523 0.601 9

28.35±12.76 -3.242 0.001 6

①患者依从性差,不能按时完

浅睡眠时间(min)

成和接受治疗者；②治疗期间发生严重的不良事件而不宜继续

深睡眠时间(min)

42.67±15.33

49.89±14.56

2.463 0.015 5

本研究方案者；③失访患者。

REM 睡眠时间(min)

70.62±22.82

85.33±19.98

3.497 0.000 7

1.5

觉醒时间(min)

53.41±27.49

41.26±18.29 -2.654 0.009 2

3.34± 1.22

2.99± 2.01 -3.287 0.001 4

研究方法
采用前瞻性、对照、开放试验。初筛阶段所有失眠患者均

填 写 一 般 情 况 调 查 表 、PSQI, 对 于 PSQI ＞ 7 分 者,再填 写

＞5 min 觉醒次数(次)

2.4

纳入病例在知情情况下,服用和胃安神汤(半夏、薏苡仁、

和胃安神汤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52 例失眠患者经中药治疗后,WHOQOL-BREF 量表生理、心

WHOQOL-BREF 以及 MSMSMS 检测。表格均由患者本人亲自填写,
再参照上述病例选择标准确定纳入病例。

355.69±45.54 342.64±22.37 -1.513 0.133 4

理、社会领域各项目评分增加。见表 3。
—

表 3 52 例失眠患者 WHOQOL-BREF 量表各项目评分治疗前后比较(x±s,分)

陈皮、茯苓、甘草、柴胡、黄芩、连翘、拳参等组成),每日 1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剂,水煎取 200 mL,上午 11 点、晚睡前 1.5 h,空腹口服,4 周

生理领域

10.88±2.15

14.81±1.27

11.349

0.000 0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再次测评 PSQI、WHOQOL-BREF 以及

心理领域

11.09±1.81

15.33±1.45

13.184

0.000 0

MSMSMS 检测。

社会领域

13.26±1.62

13.99±2.05

2.015

0.046 6

1.6

环境领域

12.98±2.17

13.62±2.61

1.360

0.176 9

主要结局观察指标
对比治疗前后患者 PSQI、WHOQOL-BREF 分值变化以及

MSMSMS 睡眠成分变化。
1.7

不良反应及安全性
记录患者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及事件,必要时停止用药并

3

讨论
失眠是一种主观体验,失眠个体的主观感受对其自身的失眠

状况评估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难以真实地反映失眠的有无及
其失眠的严重程度,势必会导致临床实际对其治疗的偏差,容

向有关部门上报。

易造成失眠者进一步的身心受损、社会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于

1.8

药物滥用的后果。微动敏感床垫是一种客观评估睡眠的方

统计学方法
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统计教研室研制的 CHISS 统

法,2001 年已研制成功自然条件下的睡眠监测仪器系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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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SMS,通过与多导睡眠图的对比试验,表明其醒/睡分期符合率

床研究方法,选用能改变睡眠结构的镇静催眠药做对照,严格

达到 90%以上,基本睡眠结构的准确率达到 75%,达到了临床应用

按照 WHO 提供的操作规程进行量表测评,对和胃安神汤改善失

[12-13]

的要求

。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对失眠患者用 PSQI

进行初筛,然后用 MSMSMS 检测,形成了失眠的客观化评估方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杨明会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
失眠的研究工作 10 余年,创新性提出失眠乃由“胃气不和、脑
神不宁”所致的新观点,确立了“和胃安神”治疗大法。临床
观察发现,“和胃安神”法可以延长失眠患者的深睡眠以及 REM
睡眠时间,缩短入睡潜伏期,改善睡眠质量

[2-3]

,并形成和胃安

神方。本观察显示,失眠患者服用和胃安神汤 4 周后,PSQI 总
积分以及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渐功
能障碍各项目评分明显降低(P ＜0.01 或 0.05),睡眠监测入睡
潜伏期、觉醒时间缩短,＞5 min 觉醒次数减少,深睡眠时间、
REM 睡眠时间增加(P ＜0.01 或 0.05),说明和胃安神汤可通过
改变患者睡眠结构来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目前,生存质量测评已应用到了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癌
症、肾功能不全、糖尿病、慢性胃肠疾病、中风后遗症的康复
等方面,使患者的生存质量得以明显提高,充分体现了中医药
[8]

治疗慢性病改善生存质量的优势 。WHOQOL-BREF 常应用于医
学相关的各个研究领域,在临床实践中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判断
患者受疾病影响最严重的方面,决定治疗方法,评价治疗过程
中生活质量的变化,其对于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科学评价中
医药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本试验按照前瞻性、自身对照的临
床研究方法,初步观察了 52 例失眠患者服用和胃安神汤后生
活质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和胃安神汤可以通过提高生理、
心理以及社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分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临
床使用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本试验仅使用了自身对照的研究方法,样本量偏少,而且
对失眠的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未做系统观察,对于问卷
的测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未做进一步研究。下一步将扩大研

眠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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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门及样本量,按照随机、对照(包括安慰剂及中西药)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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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我国的心力衰竭治疗指南均一致认

强心通脉颗粒中黄芪与人参两药合用,共奏健脾益气、补

为：CHF 的治疗应是以神经内分泌拮抗剂为主的三大类或四大

肺固表、补心助脉之功,既补肺气之短,又解胸中之闷,气充胸

类药物的联合应用,即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β

宽则心悸、胸闷、气短乃平；丹参、红花、三七合用,活血之

受体阻滞剂的三类药联合,或再加上地高辛的四类药物的联合

力更强,治疗心脉闭阻之胸闷、心悸；血瘀与水饮又相互影响,

应用。疗效较前明显提高。

血不利则为水,水饮停聚又能阻滞经络气血运行,因此,方用益

笔者认为,心气虚是 CHF 的病理基础,并且贯穿其始终,血

母草对水瘀互结之水肿尤为适宜,而起到利尿消肿之目的。本

瘀是中心环节,痰饮和水湿是其主要的病理产物,气、血、水

观察结果显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强心通脉颗粒可明

有着密切的联系,气虚-血瘀-水停是心力衰竭病机所遵循的

显改善 CHF 患者临床症状和心功能,提高运动耐力和患者生活

[2]

基本规律 。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气虚血瘀型 CHF 不仅仅

质量,显示了中医药治疗 CHF 的优势。

是 CHF 疾病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证型,并且是贯穿于 CHF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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