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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患者睡眠障碍临床护理措施分析 

李映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睡眠中心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究精神患者睡眠障碍临床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 70 例精神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据

患者主诉及诊断证实，组内所有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符合入组标准，并在入组按照护理方式的

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为了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5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

方式的基础上增加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种不同护理方式的临床应用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

其 PSQI 评分无较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干预 2 周后、出院前，观察组患者 PSQI 睡
眠质量评分分别为（8.67±3.22）分、（7.01±2.63）分；对照组分别为（9.89±3.53）分、（8.53±2.84）分，

观察组明显更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存在精神疾病睡眠障碍的患者采用针对

性较强的护理干预方式实施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护理针对性，对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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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for mental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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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of mental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main 
complaint and diagnosis, all patients in the group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sleep disorders, which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sist of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s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compare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w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SQI scores an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After 1 
week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before discharge, the PSQI sleep quality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67 ± 3.22) points, (7.01 ± 2.63) poi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9.89 ± 3.53) points, (8.53 ± 2.84) poi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nursing with a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nd sleep disord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nursing and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Keywords】 Mental Illness; Sleep Disorders; Nursing Measures; Targeted Nursing; Application Value 
 

神经系统是控制其他系统、器官的“司令部”，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多数人生活、工

作压力较大，对神经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进而使得精神类疾病发生率较高[1]。精神类疾病类

型较多，如常见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出现社交、认

知等方面的沟通障碍，同时部分患者还可能会伴随

有睡眠障碍，进而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睡眠是人体各系统、器官“休息”的重要环节，是

必不可少的，若患者存在睡眠障碍，那么将会极大

的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在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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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围绕缓解患者睡眠障碍进行护理。本次实验

中详细分析了对精神疾病睡眠障碍患者的护理措

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组内共选取了 70 例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

对象，均为我院精神科于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收治，均被诊断为精神类疾病，存在抑郁、幻觉、

兴奋等精神症状，年龄未超过 65 岁，处于稳定期；

同时患者除本身精神类疾病外，未合并有肝肾功能

不全、心肺功能障碍、恶性肿瘤等情况，符合入组

标准。入组后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分配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并分别使用常规护理和针对性

护理干预，每组 35 例患者。观察组男性患者 19 例，

女性 11 例，年龄在 24~61 岁之间，平均年龄（52.14
±1.47）岁；对照组男、女患者均为 15 例，年龄在

28~54 岁之间，平均年龄（46.26±1.33）岁。对比

来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法应用于对照组，护理人员需应

用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来评价患者睡

眠质量，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方案，对其

进行健康教育、基础护理、睡眠干预、放松训练等
[2]。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使用针对性护

理干预。首先，应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睡眠是人

体休息的重要阶段，具有较多的功效。在睡眠时周

围环境是否清洁、安静、安全非常重要，人在睡眠

时需要身体完全放松，放下一切警惕，如若周围环

境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那么便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正

常睡眠[3]。对此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或家属间的

交流，了解患者睡眠习惯，将病床患上干燥、整洁

的床单，室内保持合适的温度、湿度，为改善患者

睡眠障碍提供帮助。其次，支持鼓励。精神疾病患

者在本身疾病的影响下，便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其睡

眠，导致患者出现睡眠障碍，长此以往，患者心理

方面会受到影响，形成负面心理，不利于患者康复
[4]。因此护理人员应多多鼓励患者，加强护患交流，

建立信任关系，并在沟通时尽量保持聆听状态，并

适当鼓励，同时护理人员还应注重细微动作的应用，

如手握患者双手、一个温柔的眼神、笑容等，给患

者留下良好的印象，进而循序渐进的疏导患者心理

状态。导致患者睡眠障碍愈加严重的重要影响因素

之一便是其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必须要详细了解患

者心理状态，进而有针对性的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让其能够勇敢面对过去，憧憬未来。再次，应进行

对症护理。临床上对于睡眠障碍的划分相对比较复

杂，一般情况下精神疾病睡眠障碍患者多存在早醒、

睡眠间断等情况，长此以往便会形成习惯，使其睡

眠质量受到影响，可适当为患者使用抗失眠类药物，

调节神经中枢[5]。最后，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多

数精神类疾病睡眠障碍患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良

习惯，如熬夜、抽烟、酗酒等，作息不规律，生物

钟紊乱，要改善上述情况，必须针对失眠的病因及

持续因素进行护理，根据患者的睡眠情况，为患者

量身定制睡眠康复计划，纠正患者的不良睡眠习惯

及与失眠相关的不正确睡眠观念，重塑患者的合理

认知模式，缓解各种与失眠相关的负性情绪，消除

患者对失眠的恐惧，重建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睡眠

模式。每天按时休息、按时起床，不赖床，坚持放

松训练并适当增加体育锻炼。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 PSQI 评分为准。PSQI

评分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主要围绕患者的

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等七项条目，分值

越低表示患者睡眠障碍越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21.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结果使用 t

值或 X2 值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统计学

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睡眠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 2 周后 出院前 

观察组 35 10.77±4.46 8.67±3.22 7.01±2.63 

对照组 35 10.89±4.26 9.89±3.53 8.53±2.84 

P 值  ＞0.05 ＜0.05 ＜0.05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其 PSQI 评分无较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干预 2 周

后、出院前，观察组患者 PSQI 睡眠质量评分明显更

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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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类疾病是临床常见病症，对患者神经系统

有极大的影响，而其他系统基本无明显病理反应。

精神类疾病患者多存在妄想、幻觉等情况，在病症

的影响下，患者的认知功能、社会功能会出现异常，

同时还可能并发睡眠障碍。多数存在睡眠障碍的患

者会出现免疫力下降、衰老的症状，进而会较大程

度的影响机体内环境平衡[6]。据分析调查来看，精

神疾病患者之所以会出现睡眠障碍，与妄想、幻觉、

狂躁发作、兴奋躁动等症状有关，上述症状是精神

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在此类症状的影响下，患者

情绪无法得到正常调节，神经元系统长时间兴奋，

并不知疲惫，进而出现睡眠障碍。部分患者会坚持

服用安眠或抗失眠类药物，但据实际应用情况来看

效果相对较差，长此以往患者便会出现精神疲乏、

烦躁不安、情绪不稳等负面情绪，进而使病情更加

恶化。 
本次实验中共选取了 70 例精神类疾病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其中观

察组采用了针对性较强的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围绕

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支持鼓励、对症处理、培养

良好的睡眠习惯为主，并以 PSQI 评分作为观察指

标，据表 1 实验结果来看，观察组在干预后 2 周、

出院前的 PSQI 睡眠质量评分分别为（8.67±3.22）
分、（7.01±2.63）分，而对照组仅为（9.89±3.53）
分、（8.53±2.84）分，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情

况明显更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总之，影响精神疾病患者睡眠的因素较多，但多与

心理问题有关，护理人员需针对患者心理状态疏导，

并配合环境干预、睡眠习惯来“对症下药”，帮助

患者提升睡眠质量，降低预后风险性。 
通过本次对照实验结果来看，对精神疾病睡眠

障碍患者使用针对性护理干预可较大程度改善睡眠

质量，应用价值极高，适宜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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