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醒型
晚上能正常入睡， 但 3~4 个小

时后却异常清醒， 每晚深睡时间不
足 4 小时， 早上起床后头昏眼花。

【建议】 将闹钟从床头移开 ，
深夜盯着闹钟只会更加焦虑； 通过
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 认清阻碍
睡眠的绊脚石； 中医针灸也有助于
减轻焦虑， 诱导深度睡眠。

2 �晨鸟型
晚上很早就能入睡， 但容易

早醒， 凌晨 2 点左右会习惯性醒
来， 醒来之后就无法重新入睡， 躺
在床上， 大脑飞快地思考问题， 直
到最终放弃睡眠。

【建议】 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
起床， 计算好睡眠总时长及入睡时
间， 并坚持 1 周， 如按每晚 7 个小
时睡眠计算， 要想早上 5 点起床，
就应该在晚上 10 点睡觉。 为了减
少 “早醒” 焦虑， 建议醒来时起床
放松一下， 比如喝一杯果汁或牛
奶， 因为越是躺在床上 “努力睡”，
反而越清醒。

3 �夜猫子型
这类人通常越到深夜越兴奋，

看电视、 看书、 上网 ......可以一直
熬到凌晨两三点。 因为第二天要上
班， 还得按时起床， 但起来后会觉

得头昏眼花。
【建议】 睡前远离电子设备 ，

因为电视、 电脑显示器发出的光可
抑制褪黑激素， 引起睡眠障碍； 睡
前至少 2 小时应调暗灯光， 光照太
强也会影响睡眠。

4 �焦虑型
入睡很顺利， 但入睡后会多次

醒来， 虽然躺在床上， 脑子却转个
不停， 想东想西， 为工作生活琐事
而焦虑。

【建议】 放松身心， 转移注意
力， 比如可以关注自己的呼吸； 创
造一个舒适恬静的睡眠环境， 比如
加厚窗帘以遮住窗外路灯的灯光等。

5 �赖床型
入睡困难， 但一旦入睡， 早晨

就怎么也不愿起床。
【建议】 下午和晚上不喝含咖

啡因的饮料， 上午尽量多接受阳光
照射， 适当参加户外运动。

6 �慢性失眠型
入睡困难， 通常需要 1 个小时

或更长时间， 睡眠过程中醒来多
次， 每次清醒持续几分钟到 1 个小
时， 常说梦话。

【建议】 改善晚间生活习惯和
睡眠环境， 理想的睡眠环境包括：
适当降低卧室室温， 调暗室内的光

线， 播放一些包含雨声、 海浪声或
树叶沙沙声的音乐等。 只把床作为
睡觉之所， 不在床上看电视、 玩手
机； 白天练练瑜珈， 适当锻炼。

7 �过度兴奋型
为了完成白天的工作， 常常加

班到午夜或凌晨两三点， 想倒头大睡
时， 却发现由于过度兴奋无法入睡。

【建议】 白天适当小睡有助于
平衡睡眠时间， 但时间不宜过长；
即使白天的工作没有做完， 也应该
设定一个固定的睡觉时间， 不要熬
夜； 养成睡前放松的习惯， 如睡前
半小时洗温水澡、 看书读报、 调低
灯光亮度等。

8 �缺觉型
由于工作 、 生活或学习的缘

故， 睡眠时间常常不足 5 个小时，
经常感觉昏昏沉沉， 注意力不集
中， 记忆力减退等问题。

【建议】 应尽量在白天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工作， 如果实在
做不完， 也要学会 “放弃” 某些不
太重要的事务。 如果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应设法补救， 恢复正常睡眠
节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睡眠医学中心主任 郭兮恒

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
副主任 施明

121种
罕见病（12）

������β-酮硫解酶缺乏症 （BKD）
又称线粒体乙酰乙酰基辅酶 A 硫
解酶 （T2） 缺乏症， 是罕见的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病， 是由 β-酮硫解
酶缺乏导致异亮氨酸代谢障碍和肝
外酮体分解减少引起， 临床主要以
酮症、 代谢性酸中毒和有机酸尿症
为特征。

临床表现
婴儿及儿童期起病， 首次发作

年龄多在 5 个月至 7 岁， 主要表现
为反复的难治性呕吐及重症酮症酸
中毒， 伴有萎靡、 脱水 、 呼吸急
促、 昏迷等。 约 1/5 的病例可出现
神经系统的改变， 表现为认知障
碍、 智力发育落后及锥体外系异常
及脑卒中的症状， 头颅 MRI 可发
现包括白质广泛的脱髓鞘， 基底节
区在 T2 可见对称性高信号改变。

患者早期可无症状， 在新生儿
期或高危人群通过血、 尿代谢筛查时

被诊断。 起病年龄、 发作频率与预
后无明确关联， 发作随年龄增长有减
少或停止趋势， 多 数病例随访其生
长发育未受影响， 反复发作及严重
者可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死亡。

诊断
1. 临床上有反复发作的难治性

呕吐合并酮症酸中毒者要警惕该病。
2. 通常有明确诱因 ， 可在禁

食、 胃肠道及上呼吸道感染 、 发
热、 应激或过量摄入蛋白多后急性
起病。

3. 常规检测可见尿酮体阳性，
血气分析 pH 降低， 部分患者可有
血糖明显升高或降低， 血氨浓度正
常或升高。 血常规及肝功能多无明
显异常。

4. ①血串联质谱检测酰基肉碱
谱 可 见 血 3 - 羟 基 戊 酰 肉 碱
（ C5OH） 、 3 - 羟 基 丁 酰 肉 碱
（C4OH） 及异戊烯酰肉碱 （C5:1）

浓度升高； ②尿气相色谱质谱检测
可 见 尿 2 - 甲 基 -3 - 羟 基 丁 酸
（ 2M3HB） 、 甲 基 巴 豆 酰 甘 氨 酸
（TIG） 及 2-甲基乙酰乙酸 （2MAA）
明显升高； ③外周血白细胞及成纤
维细胞硫解酶活性明显降低； ④ 基
因检测明确有 ACAT1 基因突变。

治疗
急性期应及时给予生理盐水及

葡萄糖静脉输入、 碳酸氢钠纠酸等
对症处理； 解除发热、 感染等诱发
因素， 静脉输入葡萄糖以减少蛋
白质持续分解 、 保证热量供应 ，
同时补充左卡尼汀促使患者体内
蓄积的酸性代谢产物排出。 如果
急性期治疗及时， 病情可以快速
缓解， 患者可以完全恢复至正常，
病情缓解后应适当限制蛋白质摄
入量 ， 予高热量 、 低脂肪饮食 ，
少量多餐， 避免饥饿。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有关人
类死因的调查分析显示， 长期
高糖饮食者的平均寿命比正常
饮食者短 10~20 年。 由于糖属
酸性， 摄入过量会改变血液酸
碱度， 降低机体免疫力， 引起
经常性感冒以及龋齿、 骨质疏
松等病症； 吃糖过多还会引起
动脉硬化、 肥胖、 腹胀、 腹泻
等症， 使人产生饱腹感， 不思
饮食， 影响其它食物的摄入，
导致营养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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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糖饮食
缩短寿命

������到医院看病时， 医生在一番
问诊后常常会让患者验个血常规，
很多患者对此并不理解， 为什么
医生总是喜欢开血常规化验呢 ？
其实， 医生开血常规化验是有道
理的， 因为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
血常规看出端倪。

血常规的结果通常包括白细
胞、 红细胞、 血小板、 血红蛋白
等指标， 而这些指标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首先， 白细胞作为人体防御
系统的重要防线 ， 其正常值为
4.0~10.0×109/L， 当白细胞数量超
过 10.0×109/L 时 ， 称作 “白细胞
增高 ”， 最常见的原因是细菌感
染。 当数量上升过高， 达到正常
人的数倍或数十倍以上时， 还应
排除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也就
是白血病。

其次， 红细胞及血红蛋白的
变化可以判断是否贫血， 而红细
胞的其他相关参数 （如红细胞平
均体积、 红细胞压积、 红细胞分
布宽度等） 可以帮助判断是何种
贫血。 因为贫血原因不同， 其治
疗方式也不同， 如地中海贫血本
身就是铁含量过剩造成的， 如果
这时还盲目补铁只会加重病情。

第三， 血小板的结果在临床
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主要作用
是止血和凝血 ， 正常值为 100~
300×109/L。 临床上， 血小板增多
较为少见， 常见的是血小板减少，
常见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或者
白血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检验科 刘彪

医生为什么
总喜欢验血常规？八类失眠患者如何一觉睡到天亮？

β-酮硫解酶缺乏症

睡眠有了“新国标”

������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
抑郁症、 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 损害认知功
能、 记忆力和免疫系统， 那么睡多久才算达
标呢？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提
倡， 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要达到 7~8 小时，
中学生 8~9个小时， 小学生 10 个小时。 如果
达不到这个标准该怎么办呢？ 以下是八类常
见的失眠患者， 专家教你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