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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睡眠质量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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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患者睡眠质量的效果。方法：选

取2019年10月-2020年12月本院收治的100例SLE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临床护理+常规的睡眠干预，观察组予以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分析2
组对患者睡眠质量改善状况。结果：对照组、观察组睡眠效率分别为80.00%、98.00%，观察组睡眠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SLE患者实施

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睡眠效率，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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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WeChat small program on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SLE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ll from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usual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WeChat small program. The improvement of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sleep treatment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0.00% and 98.00% respectively.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 SLE patients,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WeChat small program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sleep quality and improve sleep efficiency,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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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lupuserythematosus, 
SLE)属于临床常见内科疾病之一，病程迁延、反复

发作，临床症状可表现为多样化。SLE患者生活质

量较差，40%—68%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

如烦躁、焦虑、恐惧、抑郁等，60%以上SLE患者

存在睡眠障碍 [1]。而睡眠属于调节和维持机体健康

重要生理过程，大量研究发现，睡眠质量与人的日

常生活及身心健康存在密切关系，正常的睡眠有助

于提高免疫力，而睡眠障碍可造成部分免疫蛋白、

补体及 T 细胞亚群存在下降现象，影响疾病的康 
复 [2-3]。因此对该类患者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积

极淡化其负面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强化患者治疗

信心极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最新研究发现，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应用

于SLE患者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睡眠效率，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且预后效果显著 [4]。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0月-2020年12月本院收治的100
例SLE合并失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符合美国风湿病协会 (ACR)1997年制定的关于系统

性红斑狼疮诊断标准 [5]；(2)年龄≥ 18周岁，病情稳

定，且认知功能正常；(3)睡眠潜伏期长，入睡时间

超过30min；(4)总睡眠时间短，通常少于6h；(5)疲
劳或全身不适；(6)注意力、注意维持能力或记忆力

减退；(7)学习、工作、社交能力下降；(8)情绪波

动或易激惹；(9)日间嗜睡；(10)工作或驾驶过程中

错误倾向增加；(11)紧张、头痛、头晕，或与睡眠

缺失有关的其他躯体症状；(12) 对睡眠过度关注；

(13)愿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1)病情严重且伴有其他系统合并症者，如肺、

心、肝、肾脏等功能损害；(2)有认知障碍或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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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史；(3)妊娠、哺乳期女性；(4)其他原因中途退

出者。纳入的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50例，其中男6例，女44例；年龄18～58岁，平均

(36.15±3.25)岁；文化程初中及以下8例，高中 /中
专 26例，大专及以上 16例。对照组 50例，其中男

5例，女 45例；年龄 19～52岁，平均 (35.26±3.37)
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8例，高中 /中专28例，大

专及以上14例。两组基础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柳州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1.2方法

两组治疗方法一致，对照组实施SLE的常规护

理，包括入院宣教、疾病知识健康教育、用药指导、

饮食指导、皮肤护理、心理干预、睡眠障碍干预 
等 [6]。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

程序，用户需每天睡觉时，打开微信小程序，收听

精心准确的舒缓、轻柔助眠音乐，在轻柔的音乐中

甜美入睡。患者选定曲目后，戴耳机实施治疗，音

量 20—40dB，以患者本人感觉悦耳、舒适为宜，1
次 /天，60min/次。2周为1个疗程，治疗1个疗程后

评价疗效。

1.3观察指标

(1)2周后，参照《精神疾病治疗效果标准修正

草案》中有关失眠的疗效标准判断睡眠质量 [7]，正

常：入睡时间<30min，夜间连续睡眠超过6 h，深睡

眠，不易惊醒，次晨精神状态好；轻度失眠：入睡

时间<30 min，夜间连续睡眠4～5 h，有2次以上觉

醒，但能很快入睡，次晨感觉轻微头晕；中度失眠：

入睡时间>1 h，夜间连续睡眠3～4 h，觉醒次数多，

觉醒时间>30 min，多梦早醒；重度失眠：入睡非常

困难，入睡时间>2～3 h，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夜间

连续睡眠<3 h。睡眠质量=(正常+轻度失眠+中度

失眠 )/总例数×100%。(2)患者治疗前后采用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 (PSQI)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入睡质量、

入睡时间、入睡效率，总分为 0—21分，值越高表

示睡眠状况越好。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 统计分析软件，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 ( 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c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睡眠效率比较

观察组睡眠效率为98.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00%(P<0.05)。见表1。
2.2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PSQI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干

预后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2。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效率比较 (n, %)

组别 正常 轻度失眠 中度失眠 重度失眠 睡眠效率 (%)

观察组 (n=50) 24 13 12 1 49(98.00)

对照组 (n=50) 18 12 10 10 40(80.00)

c2 - - - - 8.274

P - - - - 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 [(x±s)分 ]

组别
入睡质量 入睡时间 入睡效率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n=50) 1.34±0.61 12.36±3.14 1.32±0.42 13.26±3.15 1.23±0.56 13.59±4.64

对照组 (n=50) 1.36±0.62 3.62±1.51 1.33±0.45 4.56±2.13 1.32±0.45 4.33±2.14

t 0.163 17.738 0.115 16.178 0.886 12.906

P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3讨论

SLE病情迁延不愈，易反复发作，需长期用药

维持治疗，因疾病所致的容貌改变、药物副作用、

经济负担、对婚育的影响，使其易诱发不同程度的

负面情绪，进而产生严重睡眠障碍，直接危及患者

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

相关研究发现，具有62.23％的SLE患者睡眠质

量较差，其通常依赖药物进行辅助睡眠，而长期服

用镇静催眠药，可诱发诸多不良反应及躯体依赖性，

因此选择针对性、合理性、科学性治疗手段迫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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睫 [8]。最新研究发现，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应

用于该类患者中可获得显著价值，其中音乐疗法属

于新型学科，主要通过现代技术的分析，以心理治

疗的理念及方法为基础，实施音乐特有的心理、生

理效应，促进患者在音乐治疗师的共同参与下，通

过多种专业设计音乐行为，经历音乐体验，淡化其

负面情绪，改善患者身心健康，且具有无副作用、

安全性高等优势，属于治疗睡眠的最佳疗法 [9]。当

今社会属于移动互联网爆炸性增长时期，人们上网

设备逐渐向移动端集中，加之智能手机的普及，移

动互联网应用向用户各类生活需求进行深入发展，

使手机上网使用率增加。2017年微信小程序正式上

线，其具有无需安装、用完即走、触手可及、无需

卸载等优势。本研究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程序改善

SLE患者睡眠质量，主要通过新型微信小程序信息

技术分析，探究以微信小程序为依托运用音乐疗法

改善其睡眠质量的新路径，即自主研发设计这款助

睡眠小程，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

态和模式 [10]。本文研究发现，观察组睡眠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充分说明对SLE失眠患者实施音乐疗法结合微信小

程序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睡眠效率，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对SLE患者实施音乐疗法结合微信

小程序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睡眠效率，改善患者睡眠

质量，促进其身心健康，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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