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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HS患者血中NLR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李　双 、 吴师雄 、 黄　铄 、 周绪红 、 李　俊

【摘要】目的　探讨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血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

比值（NLR）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　将 66 例 OSAHS 患者分为轻度组（n=16）、中度组（n=15）

和重度组（n=35），选择 25 例健康者作对照组。用多导睡眠监测仪（PSG）监测患者夜间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指数（AHI）和最低血氧饱和度（LSaO2），采用 MMSE 和 MoCA 量表评判患者认知功能，检

测 4 组 NLR 水平。分析认知功能量表评分、AHI、LSaO2 与 NLR 之间相关性。结果　与对照组比

较，中、重度组 MMSE、MoCA 评分降低；与轻度组比较，重度组 MMSE、MoCA 评分降低（P< 0.05）；

OSAHS 患者 MMSE、MoCA 评分与 AHI 呈负相关（r=-0.472 和 -0.768，P< 0.05），与 LSaO2 呈正相关

（r=0.672 和 0.741，P< 0.05）。与对照组、轻度组比较，重度组 NLR 水平升高（P< 0.05）。OSAHS 患

者 NLR 水平与 AHI 呈正相关（r=0.2594，P< 0.05），与 LSaO2 呈负相关（r=-0.2423，P< 0.05）；OSAHS

患者 MMSE、MoCA 评分与 NLR 呈负相关（r=-0.3225 和 -0.3299，P< 0.05）。结论　OSAHS 患者 NLR

水平随着 AHI 增加和缺氧程度加重而升高，NLR 升高与认知功能下降具有相关性，早期对 OSAHS

患者 NLR 进行筛查，对病情评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睡眠呼吸暂停；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认知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2-0316-04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NLR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OSAHS patients 
　　LI Shuang，WU Shixiong，HUANG Shuo，et al.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Zhong-
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 Methods　66 OSAHS pa-

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mild group（n=16），moderate group（n=15）and severe group（n=35），and 25 healthy sub-

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Polysomnography monitor（PSG）was used to monitor the AHI and LSaO2 of the 

patients. MMSE and MoCA scal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levels of NLR in the 

blood of the 4 groups were measur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cognitive function scale scores，AHI，LSaO2 

and NLR.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MMSE and MoCA scores of moderate and severe groups were 

decreased. OSAHS patients' MMSE and MoCA scor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HI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SaO2.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leukocyte，neutrophil and NLR in moderate and severe group 

were increased（P<0.05）. OSAHS patients' blood NLR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HI 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SaO2. OSAHS patients' MMSE and MoCA scor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LR. Conclusion　The blood NLR 

level of OSAHS patient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AHI and the aggravation of hypoxia，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r-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blood NLR leve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dysfunction. Early screening of OSAHS patients' 

NLR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diseas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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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组认知功能评分和NLR水平的比较

指标
分组

对照组 轻度组 中度组 重度组

MMSE评分（分） 28.68±0.99 27.56±1.21 26.67±1.45a 25.43±1.09ab

MoCA总分（分） 28.08±1.22 26.56±1.46 25.87±1.59a 22.6±2.25ab

白细胞（×109/L） 5.839±0.627 6.213±0.847 6.657±0.451a 7.050±0.960ab

中性粒细胞（×109/L） 3.206±0.630 3.465±0.460 3.662±0.405 3.944±0.727ab

淋巴细胞（×109/L） 2.231±0.481 2.179±0.513 2.180±0.288 2.311±0.552

NLR 1.478±0.343 1.659±0.399 1.711±0.315 1.802±0.538ab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5；与轻度组比较，b P<0.05

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是一种发病

率较高的睡眠呼吸疾病，可致多种器官损害，危害

健康。研究证实 OSAHS 是脑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

素［1，2］，而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OSAHS 反复缺氧

引起氧化应激及氧活性簇增加，导致机体炎症反应

增加。NLR 是近来被证实稳定反映机体炎症状态的

新指标［3］。研究表明 NLR 与 OSAHS 严重程度相关［4］，

NLR 增加与脑功能障碍相关［5，6］，是阿尔茨海默病的

危险因素，可能参与其发生发展过程 ［7］。本研究检

测 OSAHS 患者 NLR 变化，评估认知功能，为进一

步探讨 OSAHS 患者并发脑功能障碍的机制提供新途

径，对临床 OSAHS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诊断及

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5 月我院 OSAHS 患者

66 例。其中男 60 例，女 6 例，年龄 25∼65 岁，体重

指数 17∼35 kg/m2。排除患其他系统疾病，急慢性感

染性疾病，酗酒，4 周内使用过类固醇激素，吸烟史，

近半年有手术史。选 25 例健康成年人为对照组。

1.2　分组

参照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多学科诊治指

南（2018 年版），根据 AHI 分为对照组（AHI<5.0，

n=25），轻度组（AHI 5.0∼14.9，n=16），中度组（AHI 

15.0∼29.9，n=15），重度组（AHI ≥ 30，n=35）。

1.3　观察指标

PSG 研究对象接受多导睡眠监测前禁酒、茶、

咖啡、及药物等影响因素，记录 AHI、LSaO2。

认知功能评估 采用 MMSE 和 MoCA 量表评估认

知功能，MMSE 评分＜ 27 分、MoCA 评分＜ 26 分被

认为认知功能受损。

NLR 所有研究对象检测血常规，计算 NLR。

1.4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21.0 软件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统计 MMSE、MoCA 评分、LSaO2、AHI 与

NLR 之间相关性，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SG 结果

AHI、LSaO2 对照组分别为 3.084±1.182 和 92.72
±3.565，轻度组分别为 11.34±2.630 和 83.81±

5.696，中度组分别为 22.25±4.852 和 79.87±4.704，

重度组分别为 59.04±12.77 和 64.13±8.374。

2.2　认知功能评分及 NLR 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中、重度组 MMSE、MoCA 评

分降低（P<0.05）。与轻度组比较，重度组 MMSE、

MoCA 评分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较，重度

组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NLR 水平均升高，中

度组血白细胞水平升高（P<0.05）。与轻度组比较，

重度组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NLR 水平均升高

（P<0.05），见表 1。

2.3　相关性分析

OSAHS 患者 MMSE、MoCA 评分与 AHI 负相关，

与 LSaO2 正相关；OSAHS 患者 MMSE、MoCA 评分与

NLR 负相关，见表 2。

患者 NLR 水平与 AHI 正相关，与 LSaO2 负相关，

见表 3。

3　讨论

OSAHS 常导致多器官系统功能损害［8］，由于严

重并发症特别是认知功能障碍，目前已成为重要公

共健康问题。

认知功能是指人类觉醒状态下始终存在的各

种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包括从简单的对自己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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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感知、理解、判断到复杂的数字计算等。

OSAHS 患者睡眠中频繁觉醒导致睡眠结构紊乱和白

天过度嗜睡，其与认知功能下降的关系已被证实［9］，

数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白天过度嗜睡与认知功能减退

和痴呆风险增高有关［10］。本研究结果显示中、重度

组 MMSE、MoCA 评分降低，相关性分析显示随着

OSAHS 严重程度增加，MMSE、MoCA 评分减低。

OSAHS 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尚不清

楚，可能与反复出现夜间间断低氧，造成氧化应激

和炎症反应，引起海马等脑区受损有关，睡眠减少

和睡眠结构紊乱也可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本研究显

示 MMSE、MoCA 评分与 LSaO2 呈正相关。

OSAHS 患者反复呼吸暂停及打鼾、睡眠结构

紊乱、间断低氧血症导致上呼吸道机械性损伤，可

产生局部或系统性炎症。NLR 反映机体炎症反应状

态［3］，且易从血常规获得。研究表明 NLR 可作为一

种新的预测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11］，并且与认

知功能障碍［6］及其他疾病［12］有关。低氧血症状态下，

系统性炎症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减少斑块稳定性，

可能增加大脑的微型血栓，且炎症增加神经元损伤

的易感性［13］。本研究显示，中、重度组 NLR 水平升

高，相关性分析显示随 OSAHS 严重程度增加，NLR

水平增加，且与 LSaO2 和 MMSE、MoCA 评分呈负相

关，表明患者增高的 NLR 水平可能与低氧血症有关，

引起患者系统炎症反应增加，是导致 OSAHS 患者认

知功能损害的发生机制之一。本研究的限制性是样

本量稍小，缺乏治疗后长期随访研究结果，缺乏已

被确认的炎症反应指标作对比，将是下一步研究的

方向。

综上，OSAHS 患者炎症反应可导致 NLR 升高，

NLR 与 OSAHS 严重程度和认知功能障碍相关，可能

是造成 OSAHS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故早期对

OSAHS 患者上述指标筛查，可辅助评估炎症反应程

度，有望成为筛查患者发生认知损害的早期标志物，

为 OSAHS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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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MMSE、MoCA评分与LSaO2、AHI和NLR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

MMSE评分 MoCA评分

R P值 r P值

LSaO2 0.672 ＜0.001 0.741 ＜0.001

AHI -0.724 ＜0.001 -0.768 ＜0.001

NLR -0.3225 0.0018 -0.3299 0.0014

注：r为相关系数

表3　NLR与LSaO2、AHI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LSaO2 AHI

R P值 r P值

NLR -0.2423 0.0207 0.2594 0.0130

注：r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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