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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相关睡眠障碍与卒中位置和炎性因子的关系

韩大明 1 、 杨　军 2 、 王著敏 1 、 孙学平 1 、 冯　伟 1

【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病灶位置和炎性因子水平变化与卒中相关睡眠障碍发病率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间于我院就诊的 121 例脑卒中后睡眠障碍（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s，PSSD）患者设为 PSSD 组，再选取同期脑卒中后 125 例非睡眠障碍患者设为睡眠正常组。

比较两组临床资料、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和白细胞介素 -1β（IL-1β）

水平以及病灶位置，并分析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结果　PSSD 组和睡眠正常组的脑卒中部

位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PSSD 组 TNF-α水平显著低于睡眠正常组，IL-6 和 IL-1β水平明

显高于睡眠正常组（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TNF-α水平（OR=0.696，P= 0.000）是

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保护因素；病灶在皮质下（OR=11.766，P= 0.000）、皮质（OR=5.037，P= 0.001），

以及 IL-6（OR=1.289，P= 0.000）和 IL-1β（OR=1.451，P= 0.000）是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危险因

素。重度组 TNF-α水平低于中度组，且中度组 TNF-α水平低于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17）；重度组 IL-6 和 IL-1β水平高于中度组，且中度组 IL-6 和 IL-1β水平高于轻度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7）。结论　TNF-α、IL-6、IL-1β水平和卒中部位与卒中相关睡眠障碍有

显著相关性，卒中病灶位置在临床工作中对患者并发卒中相关睡眠障碍可起到预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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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among 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s、lesion location and cell factor 
　　HAN Daming，YANG Jun，WANG Zhumin，et al.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ial，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mong 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s（PSSD）、lesion loca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Methods　121 PSSD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enrolled as PSSD group，while 125 stroke patients without PSSD were employed as normal group. The clinical 

data、the levels of cell factor［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interleukin-6（IL-6）and interleukin-1β（IL-1β）］

and lesion location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lesion location of stroke 

between two groups（P<0.05）；the level of TNF-α in the PSS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and the 

levels of IL-6 and IL-1β in the PSS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TNF-α（OR=0.696，P=0.000）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PSSD；subcortical stroke 

lesions（OR=11.766，P=0.000），cortical stroke lesions（OR=5.037，P=0.001），the levels of IL-6（OR=1.289，

P=0.000）、IL-1β（OR=1.451，P=0.000）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PSSD. The level of TNF-α in the sever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ate group（P<0.017），and the level of TNF-α in the moderat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ild group（P<0.017）；the levels of IL-6 and IL-1β in the sever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r-

ate group（P<0.017），and the levels of IL-6 and IL-1βin the moderat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ld group

（P<0.017）.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TNF-α、IL-6、IL-1βand lesion location were obvious related to post-

stroke sleep disorders，lesion location plays a important role in indicating patients’ PSSD occuring in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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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指急性脑部血管疾患导致局灶性神

经功能缺失的一组疾病［1］，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并

发症发生率［2］。卒中后睡眠障碍（Post-Stroke Sleep 

Disorders，PSSD）的发病率高达 43％~91％［3］，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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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体和神经功能的恢复，亦可增高卒中复发的风

险。研究认为，细胞因子水平与睡眠状态和睡眠障

碍发生率密切相关［4-5］，并且不同卒中部位患者发生

睡眠障碍的概率也不同。因此，本研究探讨 PSSD 与

卒中位置、细胞因子水平的关系，现将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材料

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

间于我院就诊的 121 例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设为

PSSD 组，再选取同期脑卒中后 125 例非睡眠障碍患

者设为睡眠正常组。纳入标准［6］：①患者同时满足卒

中和睡眠障碍的诊断标准；②患者均为首次卒中，单

个病灶；③无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史和家族史；④患者

卒中后存在睡眠障碍情况，每周至少 3 次，持续时

间长于 1 个月；⑤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智力障碍和言语障碍者；②脑卒中病情严重，不能

配合研究者；③酗酒，药物依赖者；④意识障碍。本

实验设计已由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

1.2　方法

于门诊或入院后 24h 内收集患者病史、既往史、

头颅 CT 或 MRI 影像学结果等基本信息，所有脑卒中

患者酌情予相应治疗和对症处理。并行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量表（PSQI）检测，记录评分，以及检测患

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

记录所有患者 PSQI 评分，此评分根据入睡时

间、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等 7 项内容来评估患者睡

眠质量。每项 0~3 分，累加获得总分。总分 7~10 分

为轻度睡眠障碍，归为轻度组，11~15 分者归为中

度组，16~21 分者归为重度组。比较不同组患者血

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6
和 IL-1β）水平。

取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5mL，以 3000r/min 的

转速离心 5min 后取上清液，储存于 -80℃冰箱中待

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患者血清

TNF-α、IL-6 和 IL-1β水平，TNF-α、IL-6 和 IL-

1β试剂盒购于美国 R&D 公司。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IL-6、IL-1β
水平等采用（x±s）表示，多组间使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不同病灶例数、脑出血

例数等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χ2

检验比较，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卒中相关

睡眠张的危险因素。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影响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PSSD 组和睡眠正常组的脑卒中部位分布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PSSD 组 TNF-α水平显著低于

睡眠正常组，IL-6 和 IL-1β水平明显高于睡眠正常

组（P<0.05），见表 1。
表1　影响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单因素分析［（n）％，x±s］

因素
PSSD组

（n=121）
睡眠正常组

（n=125） χ2/t P

年龄（岁） 61.54±15.10 58.86±18.37 1.248 0.213

性别（男/女） 77/44 74/51 0.510 0.475

BMI 26.67±2.97 26.48±3.04 0.496 0.621

卒中性质

0.344 0.557　　脑出血 43（35.54） 40（32.00）

　　脑梗死 78（64.46） 85（68.00）

　　病灶左右半球分布（左/右） 59/62 58/67 0.137 0.711

病灶位置

50.054 0.000
　　皮质 37（30.58） 28（22.40）

　　皮质下 70（57.85） 31（24.80）

　　小脑 14（11.57） 66（52.80）

细胞因子（pg/mL）

　　TNF-α 20.37±3.64 24.11±3.18 -8.590 0.000

　　IL-6 14.84±2.76 12.67±2.05 7.016 0.000

　　IL-1β 22.23±2.84 19.25±2.47 8.790 0.000

2.2　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相关因素 Logistic 回归

结果

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选择其中 P<0 .05 的

6 个 可 能 影 响 卒 中 后 睡 眠 障 碍 发 生 的 相 关 因 素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显示，TNF-α 水平

（OR=0.696，P=0.000）是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的保

护因素；病灶在皮质下（OR=11.766，P=0.000）、皮

质（OR=5.037，P=0.001），以及 IL-6（OR=1.289，

P=0.000）和 IL-1β（OR=1.451，P=0.000）均为卒中

相关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见表 2。
表2　卒中相关睡眠障碍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项目 β S. E. wald P OR 95％ CI

卒中部位 27.343 0.000

小脑 1.000

皮质 1.617 0.497 10.603 0.001 5.037 1.903~13.329

皮质下 2.465 0.473 27.171 0.000 11.766 4.657~29.732

TNF-α -0.362 0.073 24.581 0.000 0.696 0.603~0.803

IL-6 0.254 0.073 12.191 0.000 1.289 1.118~1.486

IL-1β 0.372 0.075 24.611 0.000 1.451 1.252~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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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程度睡眠障碍患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不同程度睡眠障碍患者的 TNF-α、IL-6 和 IL-

1β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

组 TNF-α 水平低于中度组，且中度组 TNF-α 水平

低于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7）；重

度组 IL-6 和 IL-1β水平高于中度组，且中度组 IL-6
和 IL-1β 水平高于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7），见表 3。
表3　不同程度睡眠障碍患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TNF-α IL-6 IL-1β

轻度组 37 22.88±1.13b 13.23±1.22b 19.31±2.07b

中度组 63 21.69±1.04ab 14.52±1.97ab 21.45±2.15ab

重度组 21 18.20±1.47 16.11±1.48 23.98±0.89

F - 113.699 19.718 38.532

P - 0.000 0.000 0.000

注：a表示与轻度组比较，P<0.017，b表示与重度组比较，

P<0.017。

3　讨论

脑卒中具有较高的复发率，首次发生脑卒中后

的 30 d、1 年、5 年、10 年的复发率分别为 3.1％、

11.1％、26.4％和 39.2％［7］，而睡眠障碍是最未得到

重视的卒中危险因素之一。因此，探索睡眠障碍发

生的危险因素，对早期预防和治疗 PSSD 有着重要的

意义。通常认为额叶、基底节区等结构与睡眠生理

相关，故 PSSD 的发生可能与病灶位置有关。本研究

结果示：病灶位置是 PSSD 发生的有关因素。进一步

行 Logistic 分析发现，卒中病灶位于皮质下和皮质均

为 PSSD 的危险因素。由此我们推测，因皮质下存在

“觉醒中枢”，这些部位受损时可引起相应睡眠阶段

的异常改变，这可能是皮质下卒中发生睡眠障碍概

率较大的原因之一。Suh 等［8］研究表明，PSSD 的发

生（尤其是睡眠昼夜颠倒）与皮质下卒中密切相关，

支持了本实验结论。

血清 IL-1β等细胞因子与睡眠生理调节的关系密

切，睡眠障碍患者的血清 IL-6 水平高于健康人［9］。本

研究结果示：IL-6 和 IL-1β水平是 PSSD 的危险因素，

而 TNF-α水平是 PSSD 的保护因素；不同程度睡眠障

碍患者的 TNF-α、IL-6 和 IL-1β水平有明显差异。目

前，细胞因子对睡眠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有

学者认为［10-12］IL-6 和 IL-1β水平的升高可改变慢波睡

眠，从而造成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又可引起儿茶酚

胺物质增加［13］，促进 IL-6 的产生，形成互为因果的效

应。脑卒中时脑组织损伤，被释放的大量细胞因子可

能通过作用于睡眠 - 觉醒机制而引起睡眠障碍，尽早

对细胞因子水平进行干预，或有助于改善 PSSD 程度。

综上所述，卒中部位、TNF-α、IL-6 和 IL-1β
水平与 PSSD 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有助于医师预先

评估患者发生 PSSD 的概率。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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