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 58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睡眠与负性心理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霍　燕 1 、 雷小莉 2 、 王艳艳 1 、 陈　倩 1

【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睡眠及血氧监测与负性心理及认知功能障碍

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间我院治疗的 123 名 COPD 患者，根据患者肺功

能结果中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 用力肺活量（FEV1/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

将其分为 A 组（轻度，n=34），B 组（中度，n=39），C 组（重度，n=35），D 组（极重度，n=15），比较

四组患者睡眠监测指标，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以及简易智能状态量

表评分（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MoCA），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睡眠监测指标和患

者心理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D 组患者 I+II 期，呼吸暂停通气指数（AHI），微觉醒指数（MAI），

动脉血氧饱和度 <90％的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TS90％），SAS 和 SDS 评分显著高于 A，B，C

三组，快速眼动睡眠占总睡眠时间比例（REM），最低脉氧饱和度（LSaO2），MMSE 和 MoCA 评分显

著低于 A，B，C 三组（P<0.05），四组患者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负性

心理程度与浅睡眠时间，AHI，MAI 和 TS90％呈明显正相关，与 REM 呈明显负相关（P<0.05），认知

功能障碍程度与浅睡眠时间 AHI，MAI 和 TS90％呈明显负相关，与 REM 呈明显正相关（P<0.05）。

结论　COPD 患者存在睡眠质量下降，其睡眠及血氧指标与负性心理和认知功能障碍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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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HUO Yan，LEI Xiaoli，WANG Yanyan，et al. Zhengzhou Jinshui 
District General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and blood oxygen monitoring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Methods　

A total of 123 COPD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7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ul-

monary function results of the patient，one-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 forced vital capacity（FEV1 / FVC）and 

one-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FEV1）As a percentage of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divided them into group A

（mild，n=34），group B（moderate，n=39），group C（severe，n=35），and group D（very severe，n=15），Com-

paring sleep monitoring indicators，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imple 

intelligent state scale（MMSE），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Spearma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monitoring indicators and patients'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Results　Patients in group D had stage I + II，apnea ventilation index（AHI），micro-awakening index（MAI），arte-

rial oxygen saturation <90％ of the total sleep time（TS90％），and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A，B，and C groups，the ratio of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to total sleep time（REM），the lowest pulse oxygen 

saturation（LSaO2），and the MMSE and MoC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A，B，and C groups

（P<0.05）. He comparison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of pati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ght sleep time，

AHI，MAI and TS90％，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M（P<0.05）.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dys-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ght sleep time AHI，MAI and TS90％，and significantly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M（P<0.05）. Conclusion　COPD patients have a certain decline in sleep quality，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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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认知功能检测　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表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评判患者的认知功能情况。（1）MMSE 评分：量表包

括时间、地点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等方面共计

30 个问题，总分 30 分，分数低于 27 分，即存在认

知功能障碍，得分越低越严重；（2）MoCA 评分：量

表包括视空间，命名，注意力，语言，回忆及定向

力等方面共计 30 题，每题 1 分，共计 30 分，得分低

于 26 分提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分数越低越严重。

1.2.2　负性心理评判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评判，得分超过 50
分即考虑有焦虑和抑郁倾向，分值越高提示越严重。

1.2.3　多导睡眠监测　在检查前 1 天，所有患者

禁止饮酒，避免喝咖啡或者使用镇静类的药物，采

用 SOMNOmedics，PSG 型多导睡眠监测仪对患者的

睡眠进行监测，并由两名经验丰富的医师分析患者

的检测结果，记录患者浅睡眠时间占总睡眠时间比

例（I+II）％，快速眼动睡眠占总睡眠时间比例（rapid 

eye movement sleep，REM），呼吸暂停通气指数（apnea 

hypopnea index，AHI），微觉醒指数（microarousalindex，

MAI），动脉血氧饱和度 <90％的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

百分比（TS90％），最低脉氧饱和度（minimum oxygen 

saturation，LSaO2），在分析监测结果中出现意见分歧

的情况下，联合第二次阅读达成共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软件 SPSS 25.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整体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

间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计数资料以 n（％）表

示，行 χ2 检验比较；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睡眠

监测指标和患者心理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P<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四组患者睡眠监测指标的对比 

D 组患者 I+II 期，AHI，MAI 和 TS90％显著高

于 A，B，C 三组，REM 和 LSaO2 显著低于 A，B，C

三组（P<0.05），四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详见表 2。

2.2　四组患者 SAS，SDS，MMSE 和 MoCA 评分

的对比 

sleep and blood oxygen indicator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negative mood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COPD；Sleep monitoring；Negative psychology；Cognitive dysfunction；Relevance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主要影响患者的呼吸

功能，严重的会导致低氧血症、肺心病的发生。而睡

眠期间，由于咽部肌肉组织松弛，影响口咽部的通畅

性，会进一步加重 COPD 患者通气困难，并对其睡眠

造成影响，睡眠质量下降，将影响认知功能，降低患

者生活质量［1］。本研究旨在探讨 COPD 患者睡眠及血

氧监测与负性心理及认知功能障碍水平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间于我院治疗的

COPD 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综合

诊断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标准》［2］；（2）年

龄 18~70 岁；（3）意识清晰，思维清楚。排除标准：

（1）合并肺部恶性肿瘤；（2）存在严重感染（尤其

是肺部感染）；（3）合并肺结核，尘肺。共纳入患者

123 例，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2］将患者分为轻度（A

组，34 例），中度（B 组，39 例），重度（C 组，35 例），

极重度（D 组，15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间不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本研究已充分告

知患者及其家属，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表1　纳入研究患者一般资料的对比［n（％），x±s］

基线资料 A组（n=34） B组（n=39） C组（n=35） D组（n=15） 统计量 P

年龄（岁） 52.42±6.43 54.27±6.53 53.11±6.56 53.52±6.24 0.515 0.673

性别（％） 男 19（55.88） 29（74.36） 22（62.86） 7（46.67）
4.586 0.205

女 15（44.12） 10（25.64） 13（37.14） 8（53.33）

BMI（Kg/cm2） 24.26±2.39 25.12±2.23 24.52±2.14 24.68±2.65 0.904 0.442

吸烟（％） 17（50.00） 20（51.28） 14（40.00） 7（46.67） 1.097 0.778

饮酒（％） 11（32.35） 13（33.33） 9（25.71） 6（40.00） 1.111 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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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四组患者SAS，SDS，MMSE和MoCA评分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MMSE评分 MoCA评分

A组 34 32.24±6.13 29.28±7.31 28.56±1.38 28.11±1.88

B组 39 49.13±7.23a 47.39±7.56a 27.28±1.12a 27.18±1.57a

C组 35 55.24±8.14ab 59.69±7.98ab 26.24±1.09ab 26.08±1.46ab

D组 15 60.12±8.79abc 68.76±8.58abc 25.31±1.01abc 25.12±1.11abc

F 75.613 128.827 35.463 16.372

P <0.001 <0.001 <0.001 <0.001

注：a提示与A组相比，P<0.05，b提示与B组相比，P<0.05，

c提示与C组相比，P<0.05。

2.3　睡眠监测指标与患者心理和认知功能的相

关性分析 

患者负性心理程度与浅睡眠时间，AHI，MAI

和 TS90 ％呈明显正相关，与 REM 呈明显负相关

（P<0.05），认知功能障碍程度与浅睡眠时间，AHI，

MAI 和 TS90％呈明显负相关，与 REM 呈明显正相

关（P<0.05），详见表 4。

 3　讨论

睡眠有重要作用［3］。COPD 患者睡眠期间通气

会出现异常，导致 MAI，AHI 频繁发生，造成睡眠

结构紊乱及血氧饱和度的下降，对患者的认知及生

活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4］。若患者存在通气功能障

碍，会对睡眠结构造成影响［5］。本研究发现：随着

COPD 患者病情加重，其浅睡眠时间，AHI，MAI 和

TS90％显著增加，而 REM 和 LSaO2 显著降低。可能

是因为 COPD 患者随着病情发展，其气道通气阻力

增加［6］，而缺氧及气道阻力增加是引发 MAI 及 AHI

的危险因素，Hughes 等［7］发现，当机体长时间出现

通气功能障碍并引起血气紊乱时，MAI 可使机体觉

醒从而避免窒息，但是频繁的 MAI 会导致正常睡眠

周期被打乱，降低睡眠质量［8］，长期睡眠不足，会

引起短期记忆力，判断力及警惕功能减退，且容易

加重如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造成患者焦虑

抑郁。支气管的堵塞，以及肺泡壁毛细血管退化，

导致肺部通换气功能受限，造成 TS90％和 LSaO2 随

着病情发展显著降低，相关研究表明［9］，血氧饱和

度下降是造成 REM 剥夺的主要原因，而 REM 可以

调节控制γ- 氨基丁酸（GABA）的浓度，使神经系

统处于稳定性，这种稳定状态对于完善神经元的突

触连接有重要的作用［10］，且 REM 期脑电波活动可

以促进脑神经元电活动，维持机体对于突发事件的

快速反应能力［11］，因此，REM 期的减少，会对患者

的认知力，判断力，空间能力，警惕功能造成重大

的影响。本研究中，轻中度的 COPD 患者 REM 剥

夺现象不是很明显，而重度，极重度的 COPD 患者

认知功能损伤更为严重，记忆力下降更为明显，与

Alexandre［12］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表明，睡眠结构

的改变及认知功能损伤是抑郁的典型表现［13］，因此，

随着 COPD 患者病情的加重，患者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显著增加，MMSE 评分和 MoCA 评分显著降低。

睡眠监测指标与患者心理和认知功能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提示，患者负性心理程度与认知功能障

碍程度与睡眠监测指标有明显的关联，提示通过对

D 组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显著高于 A，B，C

三组，MMSE 和 MoCA 评分显著低于 A，B，C 三组

（P<0.05），四组患者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2　四组患者睡眠监测指标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I+II（％） REM（％） AHI（次/h） MAI（次/h） TS90％ LSaO2（％）

A组 34 55.24±5.18 12.36±2.05 2.24±0.13 3.11±0.88 2.59±0.18 87.46±8.68

B组 39 57.89±5.69a 11.21±2.13a 11.13±1.23a 8.78±1.57a 5.34±1.48a 82.19±8.56a

C组 35 60.12±6.71ab 10.12±2.78ab 21.24±2.14ab 18.58±2.46ab 8.62±1.89ab 77.58±7.96ab

D组 15 68.24±6.78abc 8.53±2.01abc 31.35±3.54abc 27.71±3.57abc 12.57±2.19abc 73.58±7.18abc

F 17.135 11.445 1159.462 653.833 186.214 13.141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a提示与A组相比，P<0.05，b提示与B组相比，P<0.05，c提示与C组相比，P<0.05。

表4　睡眠监测指标与患者心理和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I+II（％）REM（％）AHI（次/h）MAI（次/h）TS90％

负性心理 r 0.768 -0.783 0.681 0.732 0.72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认知功能障碍 r -0.674 0.831 -0.673 -0.713 -0.67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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