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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伴睡眠障碍患者术后 PSQI评分变化及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关系

刘清梅 、 李英豪 、 梁　霞 、 张庆利

【摘要】目的　探讨伴有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术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的变化

及其与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关系。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普外科 90 例伴

有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作为抑郁组，选择同期 90 例普外科手术伴有单纯睡眠障碍的患者作为对

照组；对比两组的 PSQI 评分、认知功能评分，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抑郁组患者认知功能评

分与 PSQI 及抑郁程度的关系。结果　抑郁组患者睡眠障碍和认知功能损害更明显，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结果显示 HAMD 评分、PSQI 评分与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负相关（P< 0.05），年龄、受教育年限与

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正相关（P< 0.05）。结论　合并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术后睡眠障碍和认知

功能损害更明显，且睡眠障碍与抑郁情绪都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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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PSQI score of sleep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op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LIU Qingmei，LI Yinghao，LIANG Xia，et al. Department of Surgery，Any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QI scores of sleep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after op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9 

in our hospital，90 sleep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general surgery were selected as depression group. 90 

patients with simple sleep disorder during general surgery as control group. The PSQI index scores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of patients and scores of PSQI/HAMD. Results　The scores of PSQI/HAMD in depression 

group were more seriously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HAMD score and PSQI scor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RBANS score（P<0.05），and the age and years 

of educ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RBANS score（P<0.05）. Conclusion　After operation，the sleep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emotions have more severe sleep disorders，and the sleep disorders and depressive 

emotions had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Keywords】 Depression；Sleep disorder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Cognitive impairment

抑郁情绪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1］。抑郁症

与睡眠障碍具有双向复杂的关系，两者可以互为因

果，互相影响，导致患者认知功能受损［2］。本研究

分析普外科围术期伴有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的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的变化，并探讨睡眠障碍

和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之间关系，以期为临床提供依

据，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普外

科 90 例伴有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抑郁组），选

择同期 90 例普外科围术期且既往具有睡眠障碍病史

的患者（对照组）。抑郁组，年龄 35～79 岁，平均

（55.2±8.0）岁；性别构成为男 39 例、女 51 例。对

照组，年龄 28～79 岁，平均（53.8±10.4）岁；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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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男 43 例、女 47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抑

郁患者的诊断标准参考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4 版修订版（DSM-IV TR）中的诊断标准；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评分（HAMD-24）≥ 8 分；睡眠

障碍患者的的判断标准为 PSQI 评分≥ 7 分；患者年

龄 19～79 岁；研究符合医学伦理相关要求，涉及患

者隐私相关材料注意保密。排除标准：脑血管疾病病

史；癫痫、甲状腺功能疾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精

神分裂症；颅脑严重创伤病史。 

1.2　方法 

1.2.1　PSQI 评分　术后 72h 对两组患者进行

PSQI 评分，PSQI 评分包含 18 个问题，7 个因子（睡

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日间功能），总分范围 0～21 分，评分越

高表示患者失眠情况越严重。

1.2.2　HAMD 评分　术后 72h 采用 HAMD 量表

对患者进行抑郁程度评价，HAMD 评分量表包括抑

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倾向、睡眠、工作兴趣、迟缓、

激越、精神性和躯体性焦虑、胃肠道症状、全身症

状、性疾病、疑病、体重、自制能力评估，超过 8
分为轻度抑郁、超过 20 分为轻度或中度抑郁、超过

35 分为严重抑郁。

1.2.3　认知功能障碍评分　术后 72h 采用重复

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试（RBANS）对患者进行认知

功能评价，其中组成神经心理状态的一共有 5 个因

子，分别为即刻记忆因子、言语功能因子、视觉广

度因子、注意因子、延时记忆因子，得分越底表示

患者的认知功能越差。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两组计量数据采

用 x±s 表示，组间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性别、BMI、受教育

年限、睡眠障碍病程、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婚姻状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抑郁组（n=90）对照组（n90）t/χ2值 P值

年龄（岁） 55.2±8.0 53.8±10.4 1.012 0.313 

BMI（kg/m2） 23.0±2.3 23.3±2.4 -0.856 0.393 

受教育年限（年） 12.6±3.4 13.0±3.7 -0.755 0.451 

睡眠障碍病程（年） 2.9±1.2 3.1±1.4 -1.029 0.305 

性别（％） 0.358 0.549 

　　男 39（43.33） 43（47.78）

　　女 51（56.67） 47（52.22）

高血压（％） 1.348 0.246 

　　是 13（14.44） 8（8.89）

　　否 77（85.56） 82（91.11）

糖尿病（％） 0.769 0.380 

　　是 10（11.11） 14（15.56）

　　否 80（88.89） 76（84.44）

血脂异常（％） 1.368 0.242 

　　是 19（21.11） 13（14.44）

　　否 71（78.89） 77（85.56）

婚姻（％） 1.758 0.415 

　　已婚 65（72.22） 72（80.00）

　　未婚 21（23.33） 14（15.56）

　　丧偶或离异 4（4.44） 4（4.44） 　 　

2.2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 PSQI 评分比较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催眠

药物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

组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

PSQI 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认知功能比较

抑郁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延时记忆及

RBANS 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2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PSQI参数比较（x±s，分）

组别 n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 PSQI总分

抑郁组 90 2.74±0.52 2.81±0.39 2.74±0.28 2.84±0.44 1.64±0.31 2.17±0.48 2.75±0.47 17.69±2.50

对照组 90 2.62±0.40 2.56±0.33 2.60±0.31 2.72±0.49 1.46±0.29 2.08±0.44 2.48±0.43 16.52±2.14

t值 1.735 4.642 3.179 1.729 4.023 1.311 4.021 3.373 

P值 　 0.084 0.000 0.002 0.086 0.000 0.191 0.00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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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以抑郁组患者的一般资料、PSQI 总分、HAMD

评分为自变量，以 RBANS 总分为因变量建立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HAMD 评分、PSQI 评分与

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负相关（P<0.05），年龄、受

教育年限与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正相关（P<0.05），

见表 4。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参数 b 偏回归β t Sig

HAMD评分 -0.381 0.238 2.563 0.026 

PSQI评分 -0.429 0.280 2.347 0.031 

年龄 0.427 0.285 2.245 0.038 

受教育年限 1.304 0.728 3.208 0.000 

常数项 2.554 1.097 5.420 0.000 

3　讨论

抑郁患者多数存在睡眠障碍，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加重，还会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3-5］。目前认为

内分泌系统和神经递质系统失调是导致抑郁的重要

原因［6-8］。外科手术过程中以及术后患者疼痛明显，

导致患者精神波动，同时围手术期 5- 羟色胺等神经

递质的分泌也会发生变化，导致抑郁情绪［9］。受体

功能出现适应性变化也和抑郁症相关［10］。

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执行能力、

记忆功能方面的损害，合并有睡眠障碍患者发展成

为认知障碍风险是无睡眠障碍患者的 2～4 倍，合并

有睡眠障碍患者的工作记忆能力、注意定势转移能

力均出现显著下降［10］。本研究发现，伴有抑郁症情

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术后睡眠质量方面较单纯睡眠障

碍患者差。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睡眠质量同抑

郁水平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抑郁可能会引起患者

对睡眠的担忧，导致患者 PSQI 主观评估的睡眠质量

变差。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

度、延时记忆及 RBANS 总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伴

有抑郁症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术后认知障碍更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年限与

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正相关，HAMD 评分、PSQI

评分与患者的 RBANS 总分呈负相关。随着年龄的增

加，生理和心理功能变差，因此认知功能更差。受

教育程度则也是影响患者睡眠障碍的重要要素，可

能与患者接受健康教育接受能力有关，抑郁和睡眠

障碍互相影响，共同导致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本

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因此多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难以判断，评价以量表为主，没有评价生物学指标，

今后研究要扩大样本量，结合神经电生理检查等技

术，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综上所述，合并抑郁情绪的睡眠障碍患者术后

睡眠障碍和认知损害更加严重，睡眠障碍与抑郁情

绪相互作用，都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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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抑郁组和对照组的认知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n 即刻记忆 视觉广度 注意因子 言语功能 延时记忆 总分

抑郁组 90 77.03±5.21 81.26±4.54 106.31±6.52 82.51±6.91 82.40±7.18 429.51±16.53

对照组 90 80.16±4.95 83.92±4.72 108.35±8.74 84.18±6.44 85.53±6.63 442.56±18.00

t值 -4.132 -3.853 -1.775 -1.677 -3.038 -5.066 

P值 　 0.000 0.000 0.078 0.095 0.00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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