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从中国睡眠研究会获悉，据世界卫生组

织数据显示，全球睡眠障碍率达27%，在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50%的学生存在睡眠不足。超过了3亿中国人

存在睡眠障碍，且更让人吃惊的是该数据仍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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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眠障碍性疾病中，以失眠类和睡眠呼吸障
碍类最多。两者均可危害心脑血管系统，是心脑血管
疾病的高危因素。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因冠心病导
致死亡的有100余万人，其中30%猝死于午夜到6
时。研究表明，冠心病、高血压均与睡眠时间长短相
关联，每天睡眠时间少于4小时或超过10小时，其全
因死亡率增加1.5倍至2倍。另外，睡眠障碍与糖尿
病、脑卒中、癫痫、痴呆、儿童智力发育、肾功能损伤、
性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相关联。

薛蓉教授分析，睡眠除了可以消除疲劳，使人
产生新的活力外，还与提高免疫力、抵抗疾病的能
力有密切关系。睡眠充足的人，其血液中的T淋巴
细胞和B淋巴细胞数量均有明显上升。淋巴细胞
是人体免疫力的主力军，意味着机体抵抗疾病侵
袭的能力加强。熬夜会增加代谢紊乱的风险，从
代谢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到精神疾病和癌
症。新实验研究发现，夜班工作引起的昼夜节律
紊乱可以改变肿瘤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使一种
基因更容易受到导致癌症的DNA损伤的影响。失
眠也会对人体产生如下危害：会导致身体免疫力
下降，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减弱；记忆力减退，头
痛；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大
脑功能失调，分析、处理问题能力减退，少数人甚
至会出现痴呆症状；过早衰老等。

薛蓉教授说，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疫苗接种当
晚，充足睡眠对疫苗产生的长期免疫记忆反应有非常
显著的作用。最近，我国正在逐步为民众普及新冠疫
苗，在疫苗接种当天，诸如需要上夜班的医护人员等
许多特殊群体，前晚不能睡眠或不能有足够睡眠时
间，可能需要考虑另外择期注射。

某商业平台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线上
睡眠消费报告》。调研结果显示，45%的人选择通
过提升卧具床品的舒适度来改善睡眠，33.4%的人
则通过调节卧室环境来提升睡眠质量。其中，“95
后”用户睡眠消费成交额增长最高。从产品需求
角度来看，眼罩、隔音耳塞、枕头等传统睡眠类产
品一直都是睡眠障碍人群所依赖的产品。科技类
产品，如助眠喷雾、香薰灯等也日渐受到欢迎。这
些产品的消费者大部分都是“90后”到“00后”的
年轻人，相较于中老年人崇尚的慢慢调理，用科技
的方式助眠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基于大数据和人
体工学设计的智能床、智能床垫等科技寝具，因为
智能调控、健康监测、缓解睡眠障碍等智能助眠功
效受到年轻人追捧。此外，各类科技助眠产品也
是年轻人购物车的常客，智能控温纤维被、蓝牙冥
想眼罩、深睡枕等助眠黑科技新品的主力消费人
群是“85后”。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睡眠神器”，有上万条产品
信息。一款智能睡眠仪月销千余件，商家宣传称
“小小的仪器只需攥在手里就能让人快速入睡”。
另一款睡眠仪手掌大小，称消费者需要戴上耳机，

产品利用低强度微电流刺激大脑，修复失眠者异
常脑电波，促使大脑分泌健康的神经激素。除了
这类小型仪器，眼罩、香薰、助眠喷雾等产品大多
月销过万件。

这些貌似科技含量十足的助眠产品，真的能生
发出“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吗？业内人士表示，
在对睡眠的需求下催生的睡眠产业，某种程度上
折射出现代人对于睡眠的焦虑，另一方面，由于这
一产业兴起时间较短，行业准入门槛低、规范化和
标准化不够完善，目前行业内也是鱼龙混杂。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宝伟表示，睡眠困
扰在现代人群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造成人们睡
眠困扰的原因很多，诸如年龄问题、身体健康问
题、工作学习压力问题等。《2019年中国人睡眠白
皮书》《2019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等大数据研究，
为公众提供了精准、详细分析。他和身边的很多
同事也都有过或正在经受睡眠的困扰。有了问题
就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良好办法，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办法一定要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炒作概念，
制造“噱头”，甚至为牟利打宣传擦边球，玩花式营
销，这样会把睡眠经济“玩坏”了。

李宝伟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很多文献开
始关注睡眠问题和对睡眠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人民
群众睡眠需求就是睡眠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要让
中国睡眠经济发展避开一些“坑”，让真正能解决问
题的企业和技术蓬勃发展，避免“劣币驱良币”，避免
一个行业还没真正发展起来，就被“玩坏”了。

李宝伟认为，睡眠经济发展需要避免掉入几个
“坑”：一、噱头式的睡眠“经济”不是人们需要的经
济，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需要知道失眠的原因是什
么，对症下药，还得管好钱包。另外，监管部门要及
时关注和管住一个因应社会需求而出现的产业，需
要及时规范，监管部门要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
的法律、规范和监督条件。二、以“穿戴设备+互联网
技术”做大数据分析服务，对于了解社会群体睡眠质
量和提供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是一种进步。但是这
些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睡眠问题，它是帮我们观察
到睡眠问题。这些穿戴设备会跟踪每个使用者的位
置、健康等信息，存在个人隐私信息安全问题，目前
这是一个存在很大风险的领域，也亟待从监管技术
和法律上找到解决方案，既是保护消费者的需要，也
是保护企业良好发展的需要。

�是否会在白天感到烦躁或困倦？

�是否坐着看电视或看书时难以保持清醒？

�是否会在开会时感到非常困倦？

�是否存在集中注意力困难？

�是否经常被别人告知：你看起来很疲倦？

�反应变慢了吗？

�是否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否几乎每天都需要小睡？

�是否需要含咖啡因的饮料以保持清醒？

天津市安定医院睡眠医学科张新军主任说，如果一个
人经常遇到上述任何症状，则可能患有睡眠障碍，回答“是”
的次数越多，患睡眠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

昨晚您睡好了吗？
我国各类睡眠障碍者占人群的38.2%，高于世界27%的比例。

——中国睡眠研究会

上班族：工作压力大 很难入睡

36岁的小李在一家外企工作，工作高度紧张，
还总加班。经常是23时到家，洗漱后第二天凌晨一
两点钟才能上床睡觉，“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白天
工作上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幕幕过，
越想越睡不着，经常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勉强睡一会
儿，也是浅眠，早上6点多就醒了，再也睡不着。”小
李说，她每天都在强打精神，上午还好，一到下午就
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有时候开着会，眼皮就“打
架”，工作效率差了很多。现在几乎形成恶性循环，
睡眠越来越差，人精神也不好，皮肤粗糙。朋友推荐
了一些助眠产品，比如褪黑素等。“但是服用后效果
不好，半夜容易醒，而且还经常做梦，吃了一段就不
吃了。”小李说。

学生们：论文+就业 失眠成常事

大四学生小郑刚度过一个难熬的寒假，几乎每
天都在失眠中度过，“我的作息一直很规律，宿舍里
有舍友熬夜看书或者打游戏，我都不受影响。但进
入大四，尤其是开始写毕业论文，失眠就找上我了。”
大学的最后一个寒假，小郑每天要从网上或图书馆
查找论文资料，其余时间登录各大招聘网站，看看就
业形势，寻找自己的就业方向，压力一下子大起来。
“这两年就业形势不好，我的专业也不吃香，时常担
心毕业后的问题。”过年期间家庭聚会，家人谈论的
话题也都围绕着他就业的问题，他的压力更大了，失
眠问题也愈加严重，最近气色一直不好，“开学后和
同学聊天才知道，不少人都因为毕业压力大，出现失
眠。我们还互相调侃，老了老了，失眠缠身。”

老年人：一月近半数失眠 靠药维持

71岁的辛大娘这几年睡眠情况不太好，入睡十
分困难，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是常事，有时明
明睡着了，可不到半小时就会醒来，又要好久才能睡
着。“睡眠好的时候也不能一觉睡到天亮，一夜总要醒
两三次，睡眠不好的时候真的一夜都睡不着，不得不
吃安眠药，可吃完第二天一天都迷迷糊糊，状态不
好。”辛大娘说，她从退休后陆续就有失眠的情况，开
始是一个月只有两三天会失眠，后来失眠的天数越来
越多，发展到现在一个月近半数时间睡眠都很不好，
经常性吃药，“我女儿一直劝我去医院看看，可我知道
身边不少老年人入睡都困难，睡眠不好，可能这是人
老的一种表现，我也就没在意。”辛大娘说，可能因为
睡眠不好，她总是暴躁易怒，血压高，还便秘。

■本报记者韩爱青刘连松赵煜黄萱摄影王倩

张新军主任告诉记者，出现睡眠障碍的原因：一是
各种压力导致，另外一种是习惯引起。他接触过很多
类似病例，比如一些上学的孩子因为压力大，生活作息
不规律，每天都是凌晨睡觉，这样的孩子情绪波动较
大，学习成绩一直提高不了。也有人因家庭、情感问题
导致压力过大，从而出现失眠。每个人都有一个内部
生物钟来调节24小时“睡眠—觉醒”周期，也称昼夜节
律。光是影响昼夜节律的主要外部因素，晚上光线不
足时，大脑会让人感到困倦。早晨太阳升起时，大脑告
诉身体该醒了。当人的昼夜节律被打乱时，可能会在
既定的睡眠时间以外的时间感到昏昏欲睡。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医师田红
军表示，引起失眠的原因很多，有躯体因素，如疼痛、
瘙痒、咳嗽、喘息、夜尿、吐泻等；环境因素，如生活习
惯的改变、更换住所等；生物制剂因素，如咖啡、浓茶、
中枢兴奋药物苯丙胺、过度饮酒等。

3月18日，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1年运
动与睡眠白皮书》显示，通过在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及港澳台地区广泛展开调查，共收集13854个
有效样本，调查内容覆盖运动人群睡眠情况各方
面。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舒缓心情、改善卧室环
境，都有助于睡眠，而在常规生活方式下，每天运
动坚持半小时以上，睡眠质量更好。数据显示，当
下我国有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而运动人群失眠
困扰比例仅为10%。

调查显示，运动人群中以广东运动人数最多。
早起运动人群的睡眠质量最佳，早起运动，睡眠质量
评价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比为55%，位居各
个运动时段第一名。调查中，88%的运动爱好者认
为睡眠对运动很重要，男性对此更为认可；69%的运
动人群感受到良好睡眠可改善健身状态；88%的规
律运动人群愿意通过睡眠改善运动效果。

睡眠经济火热反衬当今睡眠焦虑

运动人群失眠困扰比例低睡眠障碍出现原因 睡眠障碍导致诸多健康问题职业型 如传统领域的夜间医护、酒店夜班前台，现代新兴行业的
酒吧DJ、夜宵外卖配送员。夜晚，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奋斗型 有很多自由职业者，如“网红”主播行业、互联网创业者、自由
撰文者，这类人群工作时间不固定，夜晚常成为其创作、工作的主要时间。

享受型 白天，一部分人群在繁忙而压力巨大的工作之际，带来了
身体上的疲劳。需要一个释放的通道，白天没有获得的满足感，就会利用
夜晚来实现，夜间生活会变得丰富，从而达到精神满足。比如熬夜追剧、
熬夜玩游戏、逛街购物、看电影，等等。

“当个体可以快速入睡，睡眠深、白天可以快速起床以及工作高效而
不困倦，都可认为其睡眠质量高。”薛蓉教授表示，研究发现，失眠群体
中，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情绪波动和生活压力是失眠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工
作压力。而焦虑和烦躁的情绪是影响人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这种情绪
对失眠造成的影响远超其他因素。

为何睡得越来越晚？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医师协
会睡眠专家薛蓉教授介绍，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指出——

中国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长约为6.92个小时，普遍在凌晨左
右入睡，拥有深度睡眠的比例不到1/3。

田红军介绍，世界睡眠协会推荐以下十个步骤来
实现健康睡眠：一是确定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二是
如果你有小睡的习惯，白天的睡眠时间不要超过45分
钟。三是睡前4小时避免过量饮酒，不要吸烟。四是
睡前6小时避免摄入咖啡因，包括咖啡、茶叶和许多苏
打水，还有巧克力。五是睡前4小时避免吃口味重的、
辛辣的或含糖的食物，睡前吃点小吃是可以接受的。
六是有规律地锻炼，但不要在睡前锻炼。七是使用舒
适的被褥。八是为睡觉找一个舒适的温度设置，保持
房间通风良好。九是排除所有干扰噪音，并尽可能消

除光线影响。十是把床留着睡觉，不要将床用作办公
室、工作间或娱乐室。

出现睡眠障碍该如何干预？田红军建议，按照以上
健康睡眠管理10条原则，坚持写睡眠日记，客观真实评
价自己的睡眠状况，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适量的运
动可以增加睡眠动力，建议每日坚持运动，最好是有氧
运动，如踢球、慢跑、游泳、爬山等，运动尽量在白天进
行，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学习一些放松训练的方
法，可以降低身心焦虑水平，从而促进睡眠，这些认知行
为疗法一定要持之以恒，才能获得实际效果。

晚上睡不着应该怎么办？

三类睡眠障碍人群

医务人员为失眠患者做辅助治疗

田红军为睡眠障碍者诊疗

睡得最晚
睡得最早 90后

70前 80后
00后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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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第25、26
集 蔡素芬缝补的桃花背
景在舞台上效果突出，令
靳导十分满意。随之蔡
素芬向顺子提出要把结
婚证补了，可顺子岔开了
话题，强调要弄个形式，
让大家知道两人的关
系。过后顺子一人去老
师家里，跟老师说了对蔡
素芬的顾虑，反而被老师
骂了一通……

天津卫视 19:30
■《妈妈在等你》第

38、39 集 赵迎彤回来
了。在登机的最后一刻，
赵迎彤还是不忍心离开石
竹，哭着跟赵如海道歉之
后，让赵如海带着瑶瑶登
上了去美国的飞机，自己
一个人回了赫山。石竹听
到赵迎彤回来的消息，急
忙跑回家中，一把把赵迎
彤抱在怀里……

天视2套 18:25
■《追风行动》第

34—37 集 凌霜担心万
一沈飞被俘，在药物作用
之下很难保守秘密。李
梓牧虽然相信沈飞绝对
不会出卖他们，但还是做
了相应的安排，众人连忙
撤离隐蔽，取消联络点，
停止一切活动……

天视3套 19:20
■《贤妻良母》第4、5

集 丽红要永发去厨师大
赛现场挑选厨师，永发借
口打牌不肯去，丽红趁机
推荐刚刚留学回来的新悦
代他参加，永发满口答
应。厨师大赛现场紧张而
忙碌，建业也在其中，新悦
在评委席上微笑着看着
他，最终建业以一碗拉面
赢得了冠军的头衔，他在
台上动情地说着自己的获
奖感言……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已到

不惑之年的赵伯年，之前
都没有正当的职业，只能
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突
然有一天，有人找到赵伯
年希望他能去暗杀钱存
英，并且愿意支付一笔不
菲的报酬。在金钱的诱惑
下，赵伯年选择铤而走险，
他找到钱存英，希望钱存
英能够配合他演戏，拍一
张假死照片，这样既能保
证钱存英的安全，又能让
赵伯年从中牟利。赵伯年
拿着假照片交差，拿到了
十万元的报酬。但是没想
到，报酬刚拿到手，就东窗
事发了……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的嘉宾是演员储
智博，他善于饰演正面人
物，拥有扎实深厚的表演
功底，戏里性格鲜明、层次
丰富，戏外广交好友，为人
谦逊，朋友们都能讲几段
关于他的暖心故事。

天津卫视 22: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装 台

（25、26）22:00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妈妈在

等你（38、39）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海边女

人(37、38)19:20剧场：追
风行动(34—37)22:15剧
场:烈火刀影(16、1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贤妻良

母（4、5）
天视5套（106）
22:45直播:西甲联赛

第28轮塞尔塔VS皇马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8:3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