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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人睡眠质量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赵蕴晗 、 秦虹云 、 诸秉根 、 胡承平

【摘要】目的　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得分情况，了解其

睡眠质量现状，探讨老年人睡眠质量和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 1501 名老年人进行 PSQI 量

表测试，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估认知功能水平，对睡眠障碍与认知功能水平的关

系进行分析。结果　有睡眠障碍者（PSQI 总分 >5 分）432 人（28.78％），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以

PSQI 总得分的第一分位组（26.30±3.83）分作为参考，PSQI 总得分的第三分位组中人群 MMSE 得分

降低［（24.49±4.82 分），P= 0.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和年龄在 60-70 岁人群中 PSQI 总得分

与 MMSE 得分呈负相关（β=-0.510，Sx =0.157，P= 0.001；β=-0.874，Sx =0.245，P< 0.001）。结论　

本研究提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群中尤其是女性和 60～70 岁人群中睡眠质量与认知功能呈现显著负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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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in Pudong New Area 
of Shanghai　　ZHAO Yunhan，QIN Hongyun，ZHU Binggen，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2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ale scores of the elderly in 

Pudong New Area，Shanghai，to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sleep qualit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1501 elderly were tested with MMSE and PSQI.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MMSE and PSQI was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MLRM）. Results
　There were 432 people（PSQI total score > 5 points）with sleep disorders，accounting for 28.78％ of the sampling 

group.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MMSE in the third group of PSQI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24.49±4.82，P=0.001），by using the first group of PSQI total score（26.30±3.83）as the reference.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between the scores of PSQI and MMSE in women 

and individuals aged 60-70（β=-0.510，Sx= 0.157，P=0.001；β=-0.874，Sx=0.245，P<0.001）. Conclusions　

The investigation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habi-

tants in Pudong New Area of Shanghai，especially in women and those aged 60～70 years old.

【Key words】 Sleep quality，Cognitive function，Community，Elderly，Correlation

当前，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2］，根据调查［3］，老年人

睡眠问题的发生率尤为显著，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也逐渐增加。一篇对我国老年人

睡眠障碍的 Meta 分析结果表明［4］，我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的睡眠障碍患病率为 41.2％［95％CI36.2％，

46.2％］。长期睡眠障碍会导致老年人的注意力和

记忆力显著下降，认知能力减退，身体免疫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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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诱发和加重某些身体或精神疾病，并严重影响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5］。国内学者对睡眠

与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探究，但在研究过

程中，主要把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或者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ean syndrome，OSAS）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却很少研究普通老年人的睡眠质量

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关研究结果发现［6］，

睡眠质量较差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更为明显。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表明［7］，失眠与认知障碍以及

痴呆的发生并无关联。在我国各个城市中，上海最

早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存在最显著的老龄化现

象［8］。在上海市内，浦东新区是规模最大的城区，

到 2017 年底为止，当地超过 60 周岁的老年人大约为

91.48 万，所占比重约为 30.57％［9］；通过预测可知，

到 2020 年时，新区的老年人口将突破 100 万［10］。之

所以开展此次研究活动，主要为了了解老年人的睡

眠情况，并深入探究它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为

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概率抽

样法于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抽取上海市浦东新区 4 个

街镇共 17 个居委会管辖下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要求被访者年龄≥ 60 岁，躯体和精神状况能配合完

成调查，能正确的理解问卷并回答提问，愿意配合

调查，并保证提供的信息客观真实，由本人签署知

情同意书。且排除严重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

症等精神疾病患者，因听力、视力及语言障碍无法

完成量表评估者。共发出问卷 1503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501 份，回收率为 99.87％。

1.2　方法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

根据人口学资料，制作相应的人口学调查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性别、婚姻状况、家庭结构、个

性特征、文化水平，是否喝酒、吸烟等等。

1.2.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科

医生 Buysse 等［11］于 1989 年编制的睡眠质量自我评

估量表，通过 PSQI，主要用来测定被试者的睡眠情

况，其中，需要完成 19 个自我评估项目，5 个他评

项目，共有 18 个自评项目，它们分为 7 个不同部分，

如下所示：睡眠时间、入睡时间、睡眠质量、催眠药

物、睡眠障碍、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每个成

分的评分等级为 0～3，每个成分的累积得分为 PSQI 

总分，分值介于 0～21 分之间，如果超过 5 分，就

表示睡眠质量不好，分值与睡眠质量成反比。

1.2.3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MMSE）最初是由 Folstein 等构建出的，

主要用来检测痴呆情况，是一种有效地筛查认知缺

损的评估工具，MMSE 从 11 个问题中定量评估了受

试者的认知功能，这些问题包括时间定向、地点定

向、注意力、计算力、短期回忆、语言及组织能力、

视空间功能等。MMSE 最高为 30 分，按受教育程度

分为：文盲（受教育时间不超过 1 年）不低于 17 分，

小学（受教育时间介于 1～6 年之间）不低于 20 分，

中学及以上（受教育年限不少于 7 年）不低于 24 分，

如果 MMSE 总分比相应数值低很多，即筛查结果呈

现为阳性，提示存在痴呆［12］。

1.2.4　统计学处理

通过统计软件 SPSS19.0，统计分析相关的数据，

对于其中的计量资料数据，主要通过均数 ± 标准差

（x±s）的形式表现出来；分类资料用例数（％）表

示，通过 χ2 检验或者是 Fisher 得出相应的概率，再

对比分析组间的差异大小。在此次研究过程中，主

要应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对协变量进行合理

地调整之后，利用 PSQI 总分、MMSE 得分等，深入

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时，主要采用以下模型：对于模型 1 而言，对性别、

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等作出了调整；在模型 2 中，对

抽烟、锻炼、喝酒作出了调整。P<0.05 被认为是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人群的睡眠情况

纳入分析问卷共 1501 份，其中男性 503 人

（33.51％），女性 998 人（66.49％）；调查对象年龄

范围为 60～97 岁，平均（71.52±7.36）岁。按有无

睡眠障碍分组，有睡眠障碍组（PSQI 总分 >5 分）

432 人（28.78％），无睡眠障碍组 1069 人（71.22％），

睡眠质量 7 个因子中，入睡时间存在问题的比例最

高［383 人（25.5％）］，其次为主观睡眠质量 359 人

（23.9％），日间功能障碍 254 人（16.9％），睡眠时

间 153 人（10.2％），睡眠效率 103 人（6.9％），睡眠

药物 103 人（6.9％），睡眠障碍存在问题的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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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人群PSQI与常模比较（x±s）

组别 例数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紊乱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催眠药使用 日间功能 PSQI 总分

调查组 1501 0.98±0.82 0.86±0.52 0.95±1.10 0.65±0.76 0.28±0.70 0.21±0.70 0.54±0.96 4.46±3.53

常模 - 0.63±0.68 0.90±0.44 0.70±0.86 0.70±0.58 0.15±0.47 0.06±0.24 0.73±0.82 3.88±2.52

t值 10.294 0.244 5.564 1.620 4.670 5.855 4.735 4.107

P值 <0.001 0.065 <0.001 0.105 <0.001 <0.001 <0.001 <0.001

［101 人（6.7％）］。将浦东新区老年人 PSQI 得分与

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本组 PSQI 的主观睡眠质量，入

睡时间，睡眠效率，催眠药使用，日间功能因子及

总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P<0.001），见表 1。

2.2　PSQI 及 MMSE 得分的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人群中男性 MMSE 平均得分为（26.57
±3.28），平均 PSQI 得分是（3.90±3.05）；而女性平

均 MMSE 得分为（25.63±4.39）分，平均 PSQI 得分

为（4.74±3.71）分；通过分析对比不同性别发现，

MMSE 及 PQSI 得分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然后把 PSQI 总分分为三等分组，对比分析它们的基

本特征差异，最终发现在得分最高的组内，研究对

象年龄较大（P<0.001），男性（P<0.001），非在婚人

群、文化水平低者、吸烟者所占比例较高（P=0.002，

P=0.026，P=0.046），而通过研究喝酒得分发现，它

们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此外在较高 PSQI

分位组，研究对象的认知功能 MMSE 得分明显降

低（24.49±4.82 VS 25.62±4.13 VS 26.30±3.83，

P<0.001），见表 2。

2.3　PSQI 与 MMSE 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把 MMSE 得分当作因变量，把 PSQI 总得分当作

自变量，通过合理地调整年龄、婚姻状况等协变量

之后，得到以下分析结果：（1）对于 PSQI 总得分，

如果将其视为连续变量，那么当其增加之后，MMSE

得分会不断减小（β=-0.093，Sx =0.027，P<0.001），

（2）如果把 PSQI 总得分作为分类变量，那么以最低

分位组（PSQI<5）为参照对象，第二分位组 MMSE 得

分就开始不断减小（β=-0.246，Sx =0.13，P =0.059）；

对于＞ 8 分组，MMSE 得分明显下降（β=-0.452，S x 

=0.134，P =0.001），显示 PSQI 得分与 MMSE 认知功

能得分负相关，提示睡眠质量越差，认知功能下降

的风险越高。

2.4　按性别和年龄分组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性别分层结果可知：PSQI 总得分按三

分位数分类变量处理，在第三分位段结果中，在男

性人群中，PSQI 总得分与 MMSE 得分无明显显著相

关（β=-0.208，S x =0.238，P =0.382）；对于女性而

言，在 PSQI 总得分、MMSE 得分之间，表现出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β=-0.510，S x =0.157，P =0.001）。

通过分析年龄分层结果发现：如果年龄超过 70 岁，

那么当增加 PQSI 总得分之后，MMSE 得分会不断地

减小，但对协变量调整之后，也不存在任何统计学

意义（PQSI 第三分位组 VS 第一分位组：β=-0.300，

S x =0.166，P =0.071），而如果年龄小于 70 岁，那

么随着 MMSE 得分的不断增加，PSQI 总分会越来越

小（PQSI 第三分位组 VS 第一分位组：β=-0.874，S x 

=0.245，P<0.001），见表 4。

3　讨论

3.1　浦东新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情况

本研究表明浦东新区老年人的 PSQI 得分与常

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就说明老年人缺乏较

高质量的睡眠，这与国内有关老年人睡眠的研究结

果［13］是一致的。调查原因，可能是与随着衰老引起

的相关睡眠生理变化以及老年人身体疾病的高发有

关。其次，浦东新区社区中存在睡眠质量不佳的老

年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28.78％（PSQI 得分 >5 分），这

一比率也刚好在前述 Meta 分析我国≥ 60 岁老年人

睡眠障碍的患病率区间内（21.3％～67.2％）［4］。研

究显示 PSQI 得分不仅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

姻、文化水平及吸烟相关外，还与老年人的认知功

能（MMSE 得分）具有相关性。

3.2　睡眠质量与认知功能相关性

老年人睡眠质量问题和认知功能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于睡眠质量、认知功

能之间关系，依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本研究在

调整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等变量后

得知，在 PSQI 得分、MMSE 得分之间，表现出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随着 PSQI 得分的不断增加，

MMSE 分值会不断减小，也就具有更差的睡眠质量，

同时表现出更差的认知功能，与张骏等［14］的研究有

着相同的结论。在按性别和年龄分组的分层线性回

归分析中，睡眠指标和认知功能的关系与性别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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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人群PSQI总得分分组间的基本特征描述（x±s）

变量 第1分位组 第2分位组 第3分位组 检验统计量F/χ2值 P值

PSQI值 ≤5 6-8 ＞8

人群数量 1069 219 213

年龄（岁） 71.04±7.32 71.83±6.76 73.65±7.73 11.578 <0.001

性别［n（％）］

　　女性 390（77.5） 66（13.1） 47（9.3） 17.878 <0.001

　　男性 679（68.0） 153（15.3） 166（16.6）

婚姻状况［n（％）］

　　在婚 841（73.2） 164（14.3） 144（12.5） 12.511 0.002

　　非在婚 228（64.8） 55（15.6） 69（19.6）

文化水平［n（％）］

　　高中以下 762（70.3） 152（14.0） 170（15.7） 7.281 0.026

　　大专及以上 304（73.4） 67（16.2） 43（10.4）

吸烟 ［n（％）］

　　是 968（70.6） 200（14.6） 204（14.9） 6.169 0.046

　　否 101（78.3） 19（14.7） 9（7.0）

喝酒［n（％）］

　　是 100（78.1） 14（10.9） 14（10.9） 3.260 0.196

　　否 969（70.6） 205（14.9） 199（14.5）

PSQI总得分 2.59±1.37 6.84±0.81 11.39±2.46 3319.707 <0.001

MMSE得分 26.30±3.83 25.62±4.13 24.49±4.82 <0.001

表3　研究人群PSQI得分与MMSE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组 MMSE（x±s）
模型1 模型2

β S x t值 P值 β S x t值 P值

PSQI得分连续变量 25.93±4.09 -0.093 0.027 -3.511 ＜0.001 -0.088 0.027 -3.246 0.001

≤5分 26.30±3.83 Ref Ref

6-8分 25.62±4.13 -0.223 0.133 2.808 0.094 -0.246 0.130 3.554 0.059

＞8分 24.49±4.82 -0.441 0.137 10.387 0.001 -0.452 0.134 11.448 0.001

注：模型1调整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调整了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锻炼。 

表4　研究人群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x±s）

分层分析 人数（N）

PSQI总得分

第一分位组 第二分位组 第三分位组

MMSE得分 MMSE得分 β S x t值 P值 MMSE得分 β S x t值 P值

男性 503 26.72±3.09 26.02±4.01 -0.140 0.284 0.242 0.623 26.04±3.62 -0.208 0.238 0.766 0.382

女性 998 26.30±3.83 26.30±3.83 -0.257 0.161 2.562 0.109 26.30±3.83 -0.510 0.157 10.536 0.001

＜70 658 27.31±2.79 26.91±2.64 -0.275 0.206 1.781 0.182 26.03±2.94 -0.874 0.245 12.765 <0.001

≥70 843 25.38±4.38 24.74±4.71 0.182 0.174 1.100 0.294 23.86±5.29 -0.300 0.166 3.249 0.071

注：本表调整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锻炼及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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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有显著的关联性。国外关于性别的关联性没有达

成统一的结论。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在 2011 年把 3132
名平均年龄为 76.4 岁的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主观睡眠指标与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男性

人群的总 PSQI 得分与认知功能无显著相关性［15］，而

同样是这个团队在 2014 年把 2822 名平均年龄为 76
岁的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主观睡眠指标与认

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受试者自我报告的睡眠

质量较差与随后的认知能力下降有关［16］。而另一研

究通过研究 782 名老年女性发现：睡眠紊乱与认知

表现下降可能存在关系［17］。目前，相关的国内研究

表明，女性人群的 PQSI 总得分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18］。通过此次研究发现，男女人群之所以

有睡眠、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也许是因为男性群

体的认知储备能力更强大，从而不容易受睡眠障碍

的影响［18］。不仅存在性别差异，还发现在不超过 70
岁的群体中，睡眠质量、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性存

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对英国 8789 名 50～90 岁中

老年人进行的纵向研究中发现，低年龄组的睡眠质

量评分与认知功能得分没有相关性，而高年龄组人

群睡眠质量评分与认知功能得分显著相关［19］。而国

内张峻等［14］对安徽省 912 名农村中老年人的睡眠质

量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明睡眠质量

与认知功能的显著性相关出现在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

年人群中，与本实验结果有重叠性，但不完全相同，

其原因目前尚不明了。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浦东新区社区老年人人群的分析

证实，睡眠问题在老年人群中发生率高，而睡眠质

量不佳和认知功能下降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女性群

体中，特别是介于 60～70 岁的老年群体，睡眠障碍

是影响她们的认知功能的主要因素。于是，在预防

认知功能障碍时，要提高对特殊人群的重视程度，

严格控制认知减退的速度。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尽管在研究中调整

了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因素，但还存

在其他未知的或未测量的变量，如既往已有研究显

示老年人患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病、糖尿病、脑卒

中等心血管疾病都与睡眠障碍显著相关，可在今后

研究中加入上述变量增加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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