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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耳穴揿针治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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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表法分为两组，各40例。对照组口服艾司

慢性失眠症主要采用药物与非药物治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4月～2019年6

唑仑片，观察组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耳

疗，西药治疗多采用镇静安眠类药物，但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失眠症患者80例，按随

穴揿针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睡眠质量

因慢性失眠症病因较为复杂，长时间服用

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40例。观察组

及症状自评量表评分。结果 观察组治疗

易造成生理性药物依赖，影响患者日间功

男17例，女23例；年龄18～65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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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第4周、第8周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

能 。中医认为十二经脉均直接或间接上

年龄（40.96±2.78）岁；病程1～12年，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

达于耳，耳与五脏六腑存在密切联系，使

平均病程（5.84±1.37）年。对照组男19

察组治疗后SCL-90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用耳穴贴压治疗慢性失眠症有助于改善患

例，女21例；年龄18～65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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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认知行

者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等 。非药物

（41.03±2.14）岁；病程1～12年，平均

为疗法联合耳穴揿针有助于改善慢性失眠

治疗则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从调整认知行

病程（5.76±1.28）年。纳入标准：年龄

症患者睡眠质量，减轻各临床症状，利于

为出发，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及不良

在18～65岁，有较好的认知功能；患者主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睡眠行为，从而提高慢性失眠症患者整体

诉入睡困难，或难以维持睡眠，已明显影

杂化。

循环加速，并且有利于消除伤口周围的水

低，可减轻病人疼痛感，疗效确切，与文

负压封闭引流术目前在临床上已得到

肿，进一步清除细菌，此外还能促进正

献报道的结论一致[5]。

较为广泛的应用，且取得了满意的成效。

常细胞分离，对创面的愈合有利。VSD引

综上所述， 高位肛周脓肿治疗中采取

据报道，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①

流装置操作简单，可在床旁进行，三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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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手术入路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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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导致神明

附表1 两组睡眠质量总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t
P

治疗前
16.32±2.37
16.38±3.25
0.094
0.925

治疗第1周
14.06±2.11
15.62±2.94
2.726
0.008

治疗第4周
12.14±2.05
14.18±2.37
4.117
0.000

治疗第8周
10.27±2.13
12.59±2.76
4.209
0.000

t
P

治疗前
165.27±4.59
166.08±4.23
0.821
0.414

治疗后
155.03±3.69
162.84±3.78
9.351
0.000

合真邪论》中记载：“静以久留”的刺
法，通过将针留于相对应的穴位，使其对
应穴位产生持久且有效的刺激，确保该穴

附表2 两组症状改善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被扰、神不安舍。耳穴揿针为《素问·离

t

P

位处于持续兴奋的状态，从而改善机体症

10.997
3.612

0.000
0.001

状。选取神门、皮质下、心、肾、脾、垂
前、交感等穴位，上述穴位通过针刺久留
的作用能够对各腧穴产生持续有效的刺

响日间功能。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睡眠质量指数（PSQI）分别于治疗前、

激，大大提高腧穴的传导性及兴奋性，

统计学意义（P ＞0.05）。本研究经我院医

治疗第1周、第4周、第8周评估患者睡眠

最终达到双向行及良性调节的作用。认知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质量，包括入睡时间、睡眠质量、睡眠时

行为干预则通过对患者病情的了解，养成

1.2 方法 对照组口服艾司唑仑片（北

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等七个方面，采

记录睡眠日记的习惯，帮助患者了解自身

京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用0～3分评分法，总评分21分，睡眠质量

病情，改变以往对疾病不合理的认知，从

[3]

H13020687）治疗，1mg/片，1片/次，于

越好，总评分越低；反之，越高 。②症

而缓解躯体不适等症状 [6]。本研究结果显

睡前30min口服，隔日治疗1次，共治疗

状自评量表：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症状

示，观察组治疗后睡眠质量及症状改善评

30d。观察组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耳穴

自评量表（SCL-90）评估患者症状改善情

分均较低，表明与西药治疗相比，认知行

揿针治疗。认知行为疗法：由1名心理咨

况，包括人际敏感、躯体化、精神病性、

为疗法联合耳穴揿针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

询师及1名助手共同完成治疗，步骤如

焦虑等9个方面，总评分越高，症状改善

失眠症状，提高其睡眠质量，联合治疗操

[4]

下：①第1周：全面系统评估患者失眠状

越差 。

作简单、患者接受度高，且起效快、疗效

况，包括睡眠、心理、医学等全方位临床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

确切、作用持续时间长，可避免病情反复

调查，尤其关注与失眠症状产生及维持相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 检验，

现象。

2

关因素，填写记录表并布置记录睡眠日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行χ 检验，P

记；②第2周：查看患者睡眠日记，形成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行为疗法联合耳穴揿针治疗有助于提高睡

案例个案概念化，根据个案概念化介绍相

2 结果

眠质量，改善其对病情的认知水平，具有

应的治疗方法，明确患者可按照指导进

2.1 睡眠质量 两组治疗前PSQI评分比较，

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应用。

行，并确定影响治疗的相关干扰因素、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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