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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波睡眠具有重要的神经生理作用，如参与能量贮备、激素释放、
调节免疫和清除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代谢产物等。慢波睡眠可以选择性地改善可陈述性记忆，慢波睡眠
障碍与 Aβ40 明显升高有关。在临床方面，慢波睡眠障碍常见于异态睡眠、痴呆和纤维性肌痛等疾病。
现从电生理特点、生理功能和临床角度介绍慢波睡眠，以及一些可用于调节慢波睡眠的方法，以更好地
诊治慢波睡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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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reas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low-wave sleep（SWS）plays an important neurophysiological
role，such as participating in energy storage，hormone release，regulating immunity and eliminating toxic metabolite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WS can selectively improve declarative memory. Impaired SWS i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β-amyloid 40. In clinical aspects，SWS disturbance is frequent in sleep parasomnias，
dementia and fibromyalgia. This paper introduces slow wave sleep from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and some methods that can be used to regulate slow wave sleep
in order to better diagnose and treat slow wave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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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人类的基本生命现象，人类在进入睡眠
后会发生脑电波的改变。近年研究发现，慢波睡眠
（slow-wave sleep，SWS）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已成
为学术领域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在此，对慢波睡眠
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SWS 的脑电特点
人类脑电根据频率可以分为：α 波（10～15 Hz）
，
β 波（30～50 Hz）
，δ 波（1～4 Hz）
，θ 波（4～8 Hz）和
γ 波（60～120 Hz）。为了便于分析睡眠期脑电，根据
不同睡眠时期的脑电特点可将睡眠分为非快动眼
（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睡眠和快动眼（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NREM 睡眠又可进一步
分为 3 期（N1、N2、N3）。其中 N3 期睡眠的特征是出
现≥ 20% 的慢波（波幅＞ 75μV，频率 0.75～4 Hz），所
以又称为SWS。SWS占每日睡眠时间的10%～25%［1］，

主要发生在睡眠的前半程。
1. 纺锤波、K- 复合波和 δ 波：纺锤波的频率是
10～15 Hz，持续时间为 0.5～5 s。既往认为纺锤波
是 N2 期睡眠的特征波。但是，有研究发现，N2 期和
N3 期纺锤波的出现频率没有显著差别［2］。在 SWS
中，只是由于慢波的干扰，纺锤波不易被检出而已。
K- 复合波是睡眠脑电中最早被定义的波形，经
常与纺锤波同时出现。研究表明，K- 复合波是对皮
层神经元细胞和神经元间细胞突触活动短暂终止的
反应。SWS 时，皮层神经元膜电位不断产生同步变
化，经历“开期”和“关期”的转换。细胞内记录显示，
细胞膜电位上调接近动作电位阈值，进入“开期”，
下调使膜电位不断降低，进入“关期”。皮层静息状
态（“关期”或下调状态）在脑电中记录的是正波，频
率为 2～4 Hz 属于“δ 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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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抗炎因子（IL-10）主要在
2. 慢波活动：NREM 睡眠，尤其是 N3 期，存在大
日间生成，而未分化原始 T 细胞和前炎性因子（IL量慢频率 0.75～4.5 Hz 的波，称为慢波。慢波可能
与睡眠压力有关，因为它主要出现于睡眠的前半程， 1β、IL-6、TNF-α、IL-12）主要在夜间的前半程睡眠
段产生。注射 TNF-α 或者 IL-1β 可以使 SWS 增加，
并且与前一次睡眠的持续时间有关。在睡眠周期
这种现象也见于其他的前炎性因子（IL-2、IL-6 和 IL中，慢波的发生逐渐减少。皮层的慢波震荡被认为
18），反之，抗炎性细胞因子可以抑制 SWS。
是一种在睡眠状态下，不同脑区神经元活动的综合
4. 清除代谢产物：有学者认为，在清醒期，潜在
体现，包括海马区尖锐的纹状波（sharp wave ripples，
的神经毒性代谢产物［如 β- 淀粉样蛋白（Aβ）］会
SWR）、δ 波和丘脑的纺锤波。SWS 起源于背外侧
在脑脊液中沉积，而 SWS 会通过参与清除神经毒性
皮质和眶额部的电活动交替，这两个部位都是对睡
代谢产物而发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新陈代谢的作
眠很重要的结构。有学者提出慢波可分为两种：Ⅰ
用。脑脊液中 Aβ42 含量与 SWS 时间呈负相关，而
型慢波的特点是分布广泛、波幅大且陡峭，主要出
与总睡眠时间和 N1、N2 以及 REM 睡眠无相关性［11］。
现于睡眠早期；Ⅱ型慢波的特点是波幅相对小且分
皮层 Aβ 的含量增加与 SWS 时间减少有关［12］。虽
布局限，出现时间较晚。目前，两种慢波的生理意
［3］
然这项发现仅是相关性研究，并不能直接证明 SWS
义尚不明确 。
二、SWS 过程中的生理作用
对毒性代谢产物的清除作用。但是，这提出了很好
1. 贮存能量：三磷酸腺苷（ATP）是人体内重要
的研究切入点，是否 SWS 真正参与中枢神经系统毒
的功能物质。SWS 在再摄取 ATP 的过程中发挥积极
性代谢产物的清除，以及清除 Aβ 是否有助于延缓
作用。动物研究证明，大鼠在进入睡眠的最初阶段， 痴呆发病。
δ 活动活跃的脑区 ATP 含量明显增加［4］。在基底
三、SWS 与神经功能
前脑注入腺苷会诱发慢波活动，也会增加该脑区中
1. SWS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许多研究显示，睡
ATP 的含量。慢波活动的数量受钾通道的调节，钾
眠不足，无论是睡眠剥夺或者慢性睡眠不足，都会
［5］
通道对能量状态和细胞内 ATP 的浓度非常敏感 ， 导致认知和行为缺陷［13］。可是，SWS 直接影响认知
这表明 ATP 含量对 SWS 的产生具有直接作用。
功能下降（持续注意力、意志力和工作记忆）和恢复
2. 激素的释放和调节：睡眠过程中，下丘脑 - 垂
的证据还有限［14］。而且，有研究显示两个晚上的SWS
剥夺（声音刺激）可以导致嗜睡增加及情绪不稳定，
体 - 肾上腺（HPA）轴处于下调状态，血浆皮质醇、肾
而对持续注意力和其他认知方面基本没有影响［15］。
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降低，反之，生长激
采用分夜研究设计发现，学习以后进入前半夜
素、泌乳素和褪黑素明显升高［6］。给人类或小鼠注
射糖皮质激素，可以促发清醒状态的脑电波，同时
睡眠（以 SWS 睡眠为主）和学习以后进入后半夜睡
减少 REM 睡眠和 SWS。前半夜，血浆促甲状腺素也
眠（以 REM 睡眠为主）相比，前者对词组的回忆能力
显著升高。SWS 期间，由于交感神经兴奋性减弱， 优于后者。另一项研究结果证实，SWS 后可陈述性
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会导致心率和血压发生显
记忆（如对事实性资料的记忆，特点是在需要的时候
著变化。许多研究采用心率变异性评价自主神经兴
可以将记忆的内容陈述出来）的保留优于清醒状态。
奋性，该指标也用于了解不同睡眠时期自主神经的
但是，REM 睡眠可以选择性改善程序性和潜意识学
［7］
变化 。睡眠障碍性疾病和睡眠剥夺会导致持续的
习（如母语的学习）［16］。因此，有学者提出 SWS 促
交感神经过度激活，随之出现心率增快，血压增高， 进可陈述性记忆的学习，而 REM 促进非陈述性记忆
继而增加心血管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8］。因此， 的学习［17］。程序性记忆的改善与睡眠前 1/4 的 SWS
慢性失眠患者在睡眠前和 N2 期睡眠时会表现为心
数量和后 1/4 的 REM 睡眠有关。综合上述的观点认
率增快。
为，相关信息可能在 NREM 期进行重现、分类，呈递
SWS 在血糖调解中也发挥作用。选择性剥夺
给不同的神经元，然后在 REM 期对这些信息进行分
SWS，但是不改变总的睡眠时间，会导致胰岛素敏
子修饰。
感性显著下降，但是胰岛素释放并不代偿性增加，
2. SWS 的调节：机体需要不断进行调节，从而
［9］
从而会诱发糖耐量下降，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 。 维持一个恒定的睡眠。睡眠结构和时长的维持取决
并且，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的幅度与 SWS 减少的幅度
于内平衡和昼夜节律。在这个模型里，内平衡过程
显著相关。
（the homeostatic process，Process S）是催眠物质在脑
3. 免疫系统调节：睡眠和免疫系统之间具有相
内不断蓄积的过程（具体激素尚不清楚），然后产生
［10］
互作用 。对正常睡眠觉醒周期进行研究发现，免
睡眠驱动；而昼夜节律（Process C）是内源性生物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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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运动主要发生在第一个睡眠周期，多见于 SWS，
作用的结果。两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外源性因
在睡眠的后半程消失。
素（如光照、情绪压力等因素）影响，当然也受基因
2. SWS 与痴呆：慢波在神经元突触的可塑性和
的影响。与深部体温、血浆褪黑素、皮质醇和 REM
［18］
记忆巩固方面都发挥作用［26］。越来越多的研究显
睡眠不同，SWS 不受生物钟的调节和影响 ，但是
可能与 Process S 有关。清醒时间可能是影响 SWS
示，低质量的睡眠与痴呆发生有关。最近关于 AD
的因素之一，对健康青年人的研究发现，夜晚随着
的研究显示，Aβ 的沉积可能损伤神经元之间的链
睡眠加深，SWS 增多，然后减少。24 h 内清醒时间
接，从而干扰 SWS。动物试验研究发现，过度表达
的延长与 SWS 增加有关。在长时间清醒后（睡眠剥
Aβ 可以导致 NREM 睡眠缩短，且 NREM 睡眠片段
夺＞ 24 h）
，SWS 中的慢波活动显著增多。这种慢波
化［27］。SWS 紊乱会破坏神经毒物的清除，从而加速
［19］
活动增多并非全脑增加，而是更集中于部分脑区 ， 神经变性进程［28］。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Aβ 在近
如额叶脑区，以及和清醒时的任务相关的脑区，如
中线的前额部皮质沉积，与 NREM 期慢波活动减少
本体感觉皮层，表明 SWS 是对之前清醒时段局部脑
密切相关。而 NREM 睡眠慢波减少又与夜间记忆强
区活动的反应。
化功能受损和海马-皮层记忆转换受阻有关。因此，
3. SWS 的发生及年龄对其的影响：婴儿出生时
Aβ 可能通过睡眠剥夺机制导致老年人出现海马相
的睡眠几乎都是 REM 睡眠，出生后逐渐出现 NREM
关的认知功能下降［12］。
3. SWS 与纤维性肌痛：纤维性肌痛的特点是慢
睡眠。SWS 的数量在青春前期达到顶峰，然后随着
［20］
性广泛的疼痛，同时可伴有多种非特异性症状，如
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60 岁以后，多数人的 SWS
减少，而觉醒次数会显著增加。年龄的增加、阻塞
疲劳、睡眠后恢复感差、认知功能障碍、抑郁和胃肠
性睡眠呼吸暂停、镇静催眠药物的使用可能是影响
道症状等。超过 90% 的纤维性肌痛患者可有睡眠
［21］
SWS 的相关因素 。慢波活动的减少主要反映为
障碍表现。前瞻性研究发现，睡眠质量不佳与纤维
δ 波波幅的降低，而非慢波活动频率上的减少。因
性肌痛症状恶化相关［29］。纤维性肌痛患者 SWS 较
健康人减少，临床研究也发现，采用声音刺激打断
为传统对 SWS 的判图需要 δ 波的波幅＞ 75 μV，且
患者的 SWS，可以诱发健康人出现类似于纤维性肌
每帧 δ 波的比例≥ 20%。同时，自发 K- 复合波，无
［22］
痛样的肌痛症状。所以，睡眠尤其是 SWS 与疼痛的
论是波幅还是发生率方面也会减少 。这可能与随
着老龄化进展，皮层逐渐萎缩，尤其是前额叶萎缩明
调节有关，其机制可能是 SWS 减少会导致抑制疼痛
显，正常神经元和神经元的突触也发生减少有关。
的途径受损，从而诱发或加重疼痛。
四、SWS 的临床意义
五、改善 SWS 的方法
1. SWS 与睡眠障碍性疾病：NREM 异态睡眠经
目前改善睡眠的方法，尤其是药物有很多种。
常发生于睡眠的前 1/3，这段时间是 SWS 的主要时
评价治疗疗效的方法也很多，包括入睡时间、睡眠
段。睡行症是一种常见的 NREM 期异态睡眠，主要
持续性、总睡眠时间、睡眠后的恢复感、睡眠效率和
发生于 SWS，其特点是患者在睡眠中行走或出现其
日间功能等，但是鲜有将 SWS 时间和 SWS 在总睡眠
他离床的复杂行为，在成人中的发病率＞ 4%。有
中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睡眠质量的标准。通过加
研究发现，睡行症发生前有 δ 波增加，还有研究发
强 SWS 提高睡眠效率是睡眠研究领域的热点方向
［23］
现睡行症发生前慢波出现的密度明显改变 。流
之一。噻加宾、米氮平、曲唑酮和加波沙朵可以增
行病学研究采用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PSG） 加睡眠剥夺患者的 SWS［30-31］。不同抗抑郁药物对
SWS 的影响不同，5- 羟色胺 2A/2C 受体拮抗剂（如曲
客观评价失眠的发生率，发现睡眠状态好的受试者
唑酮）可以增加 SWS，而其他药物，如选择性 5- 羟色
和失眠患者相比，SWS 出现的百分比没有显著性差
胺再摄取抑制剂（如氟西汀）或者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异。对主诉失眠的患者进行客观评价发现，他们 N1
期睡眠更多，而 SWS 较少，并且在夜间他们在各个 （如吗氯贝胺）等不影响 SWS 或者会减少 SWS。在进
行认知功能测试时发现，噻加宾可以改善患者的执
睡眠分期之间的转换更多。原发性失眠患者和睡眠
行功能，减少睡眠剥夺对警觉的负面影响。除了药
质量高的受试者相比，SWS 减少，同时出现过度觉
物治疗外，有研究发现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声
醒。有报道，抑郁症患者的 PSG 可以表现为 REM 潜
音刺激以及催眠等也可以增加 SWS［32］。
伏期异常、REM 睡眠密度和百分比增加，以及 SWS
综上所述，SWS 是睡眠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减少［24］。多数周期性肢体运动发生在 NREM 期和
醒睡转换的时候，患者可以表现为 NREM 睡眠的不
SWS 与人体多种生理过程相关，SWS 受损可以引发
［25］
稳定 。在睡眠中，不宁腿综合征相关的周期性肢
多种临床相关疾病。通过改善睡眠结构、增加 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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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前景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亟待
基础及临床工作者在此方面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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