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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式呼吸放松训练缓解海军特勤人员睡眠障碍
和异常情绪效应观察
高宇红，张

熙，姜俊亦，孟

尧

[ 摘要 ] 目的 探讨腹式呼吸放松训练在缓解海军特勤人员睡眠障碍和异常情绪中的效应。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在疗养院特勤科疗养的 70 例患有睡眠障碍海军特勤人员，其中对照组 30 例为常规
疗养，干预组 40 例是在常规疗养的基础上进行腹式呼吸放松训练，进行为期 30 d 的腹式呼吸放松训练，利用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睡眠质量。抑郁和焦虑分别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
估。情绪状态采用简明心境状态测试量表(POMS)进行评估。结果 对照组睡眠障碍海军特勤人员的 PSQI 总分及
各维度自身干预前后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 PSQI 总分及 PSQI 量表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

眠时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自身干预前后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效率自身干预前后对比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SDS、SAS、POMS 的评分降低，提示海军特勤人员焦虑、抑郁心理障碍减

轻，POMS 的评分降低提示海军特勤人员疲劳和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PSQI 总分降低，提示
海军特勤人员睡眠质量得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腹式呼吸放松训练治疗 30 天后，可以有

效的改善海军特勤人员睡眠质量，缓解心理压力和焦虑，缓解海军特勤人员疲劳和紧张的异常情绪。腹式呼吸放

松训练方法对疗养期间海军特勤人员进行放松训练更适合。由于坚持 30 天腹式呼吸放松反馈训练依从性更高，
从而降低海军特勤人员的应激水平，提高海军特勤人员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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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 in allevi‐
ating sleep disorders and abnormal emotions in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70 cases of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with sleep disorders who were convalescing in the special ser‐
vice department of the sanatorium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8. A total of 30 individual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convalescence, and 40 individual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 for 30 day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onvalescence. Sleep qualit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were used to as‐
ses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the emotional state was assessed by the Concise Mood State Test Scale (POMS). Re‐
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PSQI score and each dimension itself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PSQI score, PSQI scale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sleep latency, sleep duration,
sleep disturbance, and daytime dysfunc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its own intervention were different
(P<0.05).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leep ef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0.05).
The lower scores of SDS, SAS and POM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uggested that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of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were reduced, and the lower scores of
POMS suggested that the fatigue and tension of naval special agents were relieved. The decreased in PSQI total sco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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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vention group suggested that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was improved (P<0.05).
Conclusion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 treatment for 30 day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reliev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anxiety, and the abnormal emotions of fatigue and
tension of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So, the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naval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to relax during the recuperation period. Due to the 30-day adherence to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feedback training, the stress level of Navy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is reduced, and the sleep quali‐
ty and mental health of Navy special service personnel were improved.
[ Key words ]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Sleep disorders;Abnormal emotions

海军特勤人员是海军一线部队中各种高新武
PSQI 总分＞7 分。排除标准：①不同意接受调查；
器装备的指挥者和操纵者，其工作强度大、生活方
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如心肝肾疾病、自身免疫疾
式单一，海军特勤人员容易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 病等；③服用过安眠药物和抗焦虑药物。将筛选出
发生睡眠障碍、抑郁和焦虑等不良情绪[1]。进行为
有睡眠障碍海军特勤人员 70 例，按照随机抽样的
期 1 个月的疗养，是海军特勤人员进行身心全面评
方法分为对照组 30 例为常规疗养，干预组 40 例为
估和初步恢复的良好时机。渐进性腹式呼吸放松
常规疗养基础上进行 ABRT。均为男性，对照组年
训 练 (Abdominal breathing relaxation training, ABRT)
龄（19～40）岁，平均年龄（30.09±8.16 ）岁，文化程
是美国学者 E.Jacobson 在 20 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
度 ：高 中 5（16.66%），大 专 11（36.66%），本 科 14
精心设计出来的一种放松训练方法，此后经过多年 （46.66%）；干 预 组 年 龄 19～39 岁 ，平 均 年 龄
的临床应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经过研究表明，这 （29.93±5.79）岁，文化程度：高中 9（22.5%），大专
种方法先收紧某一肌群，体会这种紧张，然后再让
15（37.5%），本科 16（40.00%）。两组患者在年龄和
它充分放松，并把紧张“排出”体外，使身心得到放
文化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松。对于减轻躯体不适，改善异常情绪、提高睡眠
1.2 方法 对照组仅进行常规疗养，干预组首先跟
质量等有较好效果[2-3]。ABRT 是一种在医生指导
随教学视频进行 ABRT，ABRT 的疗法如下：①在安
下，主要由患者自己控制行为的治疗方法。与生物
静、光线柔和的空间内，减轻身体的束缚、头部最好
反馈放松方法相比，ABRT 反馈疗法具有可以不使
有依托物。②练习时，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放在腹
用设备进行放松练习的优点，ABRT 是增强肺功能
部肚脐处，由鼻子吸气，吸气时腹部慢慢向外扩张，
的非药物性的治疗干预措施，其有效性已得到证
感觉放在腹部的手比胸部的手先被挺起，再由口腔
实，训练的效果包括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改变[4]，本研
慢慢吐气，同时腹部收回，感觉放在腹部的手比放
究主要观察 ABRT 对海军特勤人员睡眠质量和异
在胸部的手先被收回。③吸气时肚脐尽量往上顶，
常情绪的影响，希望通过 ABRT 干预方法能够提升
默念五秒钟，仔细感觉放在腹部的手会跟着上升。
患者肺功能，减轻躯体的不适应症状，从而提高海
④慢慢地吐气，吐气速度越慢越好，越慢越能产生
军特勤人员在疗养期间睡眠质量，同时能够减轻海
安全、平静且放松的感觉；感觉放在腹部的手会跟
军特勤人员抑郁和焦虑情绪，缓解海军特勤人员疲
着下降，并想象所有的紧张也跟着释放。⑤循环往
劳和紧张的异常情绪,降低应激水平，提高海军特
复，每次 5～15 min，以自己身心感到舒适为宜[6]。
勤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为海军特勤人员睡眠和心理
治疗的 1 个疗程为 10～15 次，3 个疗程共 30 d，每天
健康保障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
在 午 睡 和 晚 上 睡 觉 前 固 定 时 间 段 完 成 2 次 各 10
min 的 ABRT。对照组在进行常规疗养前后和干预
1 对象和方法
组在 ABRT 基线和治疗 30d 后，均同时利用包括匹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入院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心理量表测评估利
疗养 70 名海军特勤人员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参
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考睡眠障碍国际分类第 3 版（ICD-3），筛选睡眠障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简明
碍的海军特勤人员，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心境状态测试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 ,POMS)评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用于评定被试
估，对比干预前后治疗的效果。
者最近一个月的睡眠质量。由表及里 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组成，而其中 18 个条目组成 7 个因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
先对量表评分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符合
每个因子按 0～3 分等级计分，7 个因子得分相加为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两
PSQI 总分，PSQI 总分为 0～21 分。因子得分≥2 分
组间的比较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自身前后对照进
表示在该因子方面的质和量均较差或很差，PSQI
行配对 t 检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
总分＞7 分为我国成人睡眠质量存在问题的参考
[5]
料进行卡方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值，总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本研究入选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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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对照组睡眠质量的各维度评分和 PSQI 总分干
预前后的变化 常规疗养对患有睡眠障碍海军特
勤人员的睡眠质量 PSQI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干预
前后自身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干预组睡眠质量的各维度评分和 PSQI 总分干
预前后的变化 ABRT 对患有睡眠障碍海军特勤人
员睡眠质量干预结果，显示睡眠质量 PSQI 总分及
PSQI 量表中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时
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自身干预前后对比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睡眠效率自身干预前后
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障碍海军特勤
人员的主观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睡眠潜伏期明显缩
短、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程度得到有效的改
善。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POMS、SDS、SAS 和 PSQI
量表的评分的变化 分别利用 SDS、SAS 和 POMS 进
行 评 估 ，对 照 组 和 干 预 组 30 d 后 比 干 预 前 SDS、
SAS、POMS 的评分降低，提示海军特勤人员焦虑、
抑郁心理障碍减轻，而 POMS 的评分比干预前降低
提示海军特勤人员疲劳和紧张的负性情绪得到缓
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和干预
组干预前 PSQI 的总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
比性，对照组和干预组干预 30 d 后 PSQI 的总分有
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 ABRT 可以降低交感神
经系统的活动水平，缓解肌肉的紧张和减轻焦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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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从而改善睡眠质量。见表 3。
3 讨 论
现代军事特殊环境中，军事作业环境复杂多
变，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睡眠质量差，睡眠-觉醒节
律紊乱，入睡困难，睡眠效率较低等问题，由于对慢
性睡眠-觉醒节律紊乱认识不足，经常被忽视，继而
发展为慢性睡眠障碍，从而导致心理认知功能紊乱
和异常情绪，使海军特勤人员战训效能下降[7-9]。
本研究提示患有睡眠障碍海军特勤人员在常
规疗养后与干预前，利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评估总分及量表中各维度的评分（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潜伏期，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
均无显著性差异，与既往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0-12]。
应用 ABRT 方法与睡眠质量相关研究，应用计算机
检索数据库共 23 篇，中文文献 9 篇。文献报道显
示，ABRT 通常为期 3 个月的治疗，国外已将此技术
广泛用于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糖尿病等多种心身
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有效地减轻患者的异常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睡眠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国
内对此技术方法日益重视，该方法简单易行，便于
自我开展，但相关的研究尚不多见，ABRT 是通过
有意识地逐步绷紧和放松肌肉，降低应激水平，减
轻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由于短期和长期的睡眠-觉醒节律紊乱均会对
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认知、

表 1 对照组睡眠质量各维度评分和 PSQI 总分干预前后的变化（ x±s,分）

时间

PSQI 总分

睡眠质量各维度评分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潜伏期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干预前

1.86±0.80

2.14±0.80

1.64±0.55

1.07±1.15

1.29±0.65

0.75±0.64

9.00±2.09

干预后

1.60±0.62

1.96±0.79

1.46±0.57

0.96±0.83

1.10±0.56

0.96±0.69

8.53±2.34

t值

1.56

0.89

1.30

0.45

1.41

-1.65

1.63

P值

0.12

0.37

0.20

0.65

0.17

0.11

0.11

表 2 ABRT 组睡眠质量各维度评分和 PSQI 总分干预前后的变化（ x±s,分）

时间

PSQI 总分

睡眠质量各维度评分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潜伏期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干预前

1.86±0.80

干预后

0.92±0.71

2.14±0.80

1.64±0.55

1.07±1.15

1.29±0.65

0.75±0.64

9.00±2.09

1.03±0.79

1.03±0.0.79

0.75±0.84

0.82±0.47

0.25±0.44

5.14±2.73

t值

4.52

4.27

3.36

1.24

3.09

3.33

5.93

P值

0.01

0.01

0.01

0.22

0.01

0.01

0.01

*

表 3 两组干预前后异常情绪和睡眠质量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n

POM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SDS
干预后

干预前

PSQI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0

51.66±15.01

52.23±15.12

32.60±9.57

35.60±8.26 34.50±9.90 39.06±9.66 9.25±2.05

4.25±1.86

干预组

40

55.70±14.11

42.50±10.11

34.20±6.17

30.00±6.04 35.93±6.82 30.40±6.31 9.18±2.00

3.68±1.52

t值

0.30

-3.15

0.80

-3.25

0.63

-4.16

0.12

1.06

P值

0.76

0.01

0.42

0.01

0.53

0.01

0.1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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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精神等多种能力的短期内急剧下降。外军相
关研究发现，退役人员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精神心理疾病等与服役期间的睡眠-觉醒节律
紊乱相关[13-15]。睡眠障碍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较
大，但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
随着我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海军特勤人员作为
一个特殊人群，是海军各种高新武器装备的指挥者
和操作者，由于作业时间长，作业压力大，工作环境
狭小，工作中容易感到情绪紧张和身心疲劳，可引
起 焦 虑 和 烦 躁 ，从 而 导 致 睡 眠 障 碍 ，研 究 证 实
ABRT 对改善生活质量具有一定效果，ABRT 是通
过有意识利用腹部肌群延长呼吸时间，减少固有呼
吸肌疲劳[16]。同时在 ABRT 的过程中加大运动对膈
肌及内外腹壁肌等呼吸肌的刺激，但应用时仍应注
意根据患者运动耐力及肺功能等情况制定运动计
划，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增大运动强度，避免运
动损伤和自主神经功能的下降[17]。
本研究对患有睡眠障碍的海军特勤人员经过
30d 的 ABRT，观察到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
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均有明显改善，
同时在腹式呼吸放松前及放松后 30 d 后分别进行
心理量表测评估，利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
评量表（SAS）、简明心境状态测试量表(POMS)，研
究表明干预效果可持续至干预 30 d 后，海军特勤人
员 SDS、SAS 的评分放松反馈训练 30 d 后均显著低
于基线，提示海军特勤人员焦虑、抑郁心理障碍减
轻，海军特勤人员 POMS 的评分放松反馈训练后 30
d 天均显著低于基线，POMS 的评分降低提示海军
特勤人员疲劳和紧张的情绪得到有效缓解。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常规疗养的基础上，
增加渐进性 ABRT 有利于训练效果维持，短期内能
够改善睡眠质量、睡眠的潜伏期、睡眠时间、睡眠障
碍和日间功能障，有效的缓解疗养员的心理紧张焦
虑和抑郁的异常情绪，对睡眠障碍和心理认知有辅
助治疗作用，能够改善其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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