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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人睡眠质量与慢性病的相关性分析

黄　瑛 、 朱　娜 、 秦虹云 、 胡承平 、 朱明环

【摘要】目的　了解社区老年睡眠质量与慢性病的相关性，为社区老年慢性病康复提供指导、提

高睡眠质量、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或减缓并发症的出现。方法　通过横断面调查 1503 名社区老人，

行一般状况量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PSQI）表、躯体疾病及治疗方式调查问卷（他评）评估

社区老人的睡眠及慢性病患病情况，通过线性回归及 logistics 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老人的睡眠与

慢性病的相关性。结果　本研究发现社区老人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的患病率依次为 57.4％，

7.9％，16.8％。回归分析发现，PSQI 总分与慢性病数呈正相关（R2=0.091，F= 150.793，P= 0.000）；

PSQI 总分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具有相关性（β=0.466，0.711；P 均 <0.05）。结论　社区老人的睡眠质

量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密切相关。关注社区老人心身健康不仅要关注睡眠，更需要关注慢性病，改

善睡眠情况，加强心理健康干预，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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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chronic somatic diseases of elderly in community
　　HUANG Ying，ZHU Na，QIN Hongyun，et al.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Mental Heath Center，Tongji Uni-
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12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chronic diseases among elderly 

people，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health records of chronic diseases，improve sleep quality，reduce the occur-

r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or slow down complications in the community.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503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including General status scale，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somatic Dis-

eases and treatment questionnaire（other comments）to evaluate the prevalence of sleep and chronic diseases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Linear regression and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leep and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Resul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hypertension，hyper-

lipidemia and diabetes were 57.4％，7.9％ and 16.8％，respectively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hronic diseases（R2=0.091，

F=150.793，P=0.000）.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was correlated with hypertension，hyperlipidemia（β=0.466，0.711，

P<0.05）. Conclusion　The sleep qu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ypertension，hyperlipidemia. A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sychosomatic health，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sleep，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chronic diseases，improve 

sleep，strengthen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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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与医学进步，中国人口老龄化日

趋严重。据调查显示［1］：至 2018 年末，中国 60 周

岁及以上人口高达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7.9％。Li 等［2］调查发现 50％的老人睡眠质量差，

Mccarter 等［3］调查发现 42％的 65 岁以上老人至少出

现一种睡眠相关问题，而其中 23％～34％存在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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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理功能退化，老年人群易患多种慢性病，其

总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4.4 倍 ［4］。在老年人群中慢性

病发病率高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导致

睡眠障碍，通常睡眠障碍者免疫力低下，易加重患

慢性病几率及加快疾病的进展。本项目组前期研究

发现，老年人所患慢性病以高血压、高脂血症、糖

尿病三种为主，其他少见。本研究探索社区老年睡

眠质量与慢性病的相关性，为社区慢性病健康档案

的建立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应用概率与大小成正比（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抽样法选取 2011 年 6 月～2012 年 6 月

期间参加本院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的部分社区老人。

所选患者年龄≥ 60 周岁，具有足够的视听水平及文

化程度以便配合临床医护人员完成研究所必需的检

查，实施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患有明显失明、

失聋及言语表达困难等严重躯体疾病导致难以配合

完成全部调查问卷的老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问卷由 3 部分组成：

①一般情况：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家庭情况、是否有家族史、

患病状况等。②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该量表于 1989 年由

Buysse 等人编制，评估最近一个月的主观睡眠质量，

该量表共有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

期、习惯性睡眠效率、睡眠紊乱、使用睡眠药物、 

白天功能紊乱 7 个因子，分值越低，睡眠质量越好。

总分 >7 分，表示存在睡眠问题；睡眠质量评价：总

分为 0～5 分提示睡眠质量良好；总分为 6～10 分提

示睡眠质量较好；总分 11～15 分提示睡眠质量一般；

总分 16～21 分提示睡眠质量很差。③：躯体疾病及

治疗方式调查问卷（他评）：该量表为自编量表，主

要通过对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及是否

建议服用阿司匹林等调查，对患有慢性病老人的服

用周期、服药时间、服药效果、服药后是否有不良

反应等进一步调查，目的是调查慢性病患病及服药

情况。结合项目组前期调查，本研究以高血压、高

脂血症、糖尿病为主的慢性病。

1.2.2　调查方法

经量表一致性培训后由临床专业人员评估，采

用问卷调查方式，由培训后专业人员逐题阅读，采

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的方法，

部分老人以口述方式填写问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定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表示；定性

资料用 n（％）表示。回归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有序

多分类回归；线性回归采用 Backward 法拟合模型，

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用全进入模型。以 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选取上海浦东新区社区老人 1503 名，平均年龄

为 70 岁（在 66～77 岁），其基础资料，详见表 1。
表1　浦东新区社区老人一般资料（n=1503）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

性别

　　男 504 33.5

　　女 999 66.5

文化程度

　　文盲 195 13

　　小学 299 19.9

　　初中 591 39.4

　　高中/中专 293 19.5

　　大专 69 4.6

　　大学及以上 53 3.5

　　缺失 3 0.1

职业

　　技术人员 182 12.1

　　国家干部 94 6.3

　　办事员 105 7

　　商业人员 33 2.2

　　服务人员 71 4.7

　　农民 214 14.2

　　工人 728 48.4

　　其他 76 5.1

婚姻状况

　　未婚 19 1.3

　　已婚 1147 76.3

　　离异 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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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偶 302 20.1

　　同居 4 0.3

家庭情况

　　独居 177 11.8

　　核心家庭 878 58.4

　　主干家庭 436 29

　　其它 3 0.2

　　缺失 9 0.6

躯体疾病

　　高血压 863 57.4

　　糖尿病 252 16.8

　　高脂血症 119 7.9

慢性病

　　0种 420 28.0

　　1种 552 36.7

　　2种 328 21.8

　　3种 135 9.0

　　≥4种 68 4.5

2.2　社区老人的睡眠质量、慢性病的现况调查

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社区的 1503 名老人，问

卷回收率 100％；而 PSQI 有效问卷 1453 份，有效

率 96.67％，PSQI 量表调查中睡眠质量良好（0～5
分）占 72.3％；睡眠质量较好（6～10 分）占 21.2％；

睡眠质量一般（11～15 分）占 5.7％；睡眠质量很差

（16～21 分）占 0.8％。社区老人的性别、文化程度、

婚姻情况、家庭情况、患病情况等一般人口学资料

详见表 1。

2.3　社区老人 PSQI 总分、睡眠质量评价与慢性

病的关系

线性回归分析发现，PSQI 总分与慢性病罹患数

呈正相关（R2=0.091，F=150.793，P=0.000），进一

步分析发现，PSQI 总分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呈正相

关（β=0.466，0.711；P 均 <0.05）；睡眠质量评价与慢

性病无显著相关性（P>0.05）。

具体结果见图 1 和表 2、3。

3　讨论

3.1　社区老人睡眠质量、慢性病的现况调查

睡眠障碍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疾病，与多种疾

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因而备受关注。Meta 分析［5］显

示在我国约 47.2％的老人存在失眠，韩利知等［6］发

现老人睡眠障碍的患病率为 36％，而本研究中睡眠

障碍的患病率为 27.7％，远低于以往研究。可能因

为上海的经济水平发达，大多数家庭满足物质需求

后对睡眠等心理问题较为重视，能及时关注并早期

干预睡眠相关问题，并通过较多资源寻求帮助。流

行病学研究发现 ［7］我国 51～70 岁社区老人高血压、

糖尿病患病率为 30.5％、12.3％；另一项研究发现安

徽某地区的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患病率分别

为 19.74％、7.47％、6.10％［8］，而本研究中上海浦

东新区某社区的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的患病

率依次为 57.4％，7.9％，16.8％；本研究入组老人

年龄较大，罹患多种慢性病的比例较高，罹患 1 种、

2 种、3 种、≥ 4 种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 36 .7 ％、

21.8％、9％、4.5％，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体

退化，患病率明显上升，且上海生活成本高，工作

压力大，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使患病率急剧上升。

3.2　探讨社区老人睡眠质量与慢性病的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 PSQI 总分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呈

显著正相关，而睡眠质量评价与慢性病无明显相

图 1　社区老人PSQI总分与慢性病罹患数的线性相关图

表2　PSQI总分与慢性病的线性回归分析

因素 β S. E P 95％CI

糖尿病 0.301 0.238 0.207 （-0.166， 0.769）

高血压 0.466 0.180 0.010 （0.112， 0.820）

高脂血症 0.711 0.327 0.030 （0.069， 1.352）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3　睡眠质量评价与慢性病回归分析

慢性病 S. E P OR OR（95％CI）

高血压 0.126 0.065 1.26 （0.99， 1.61）

糖尿病 0.154 0.227 1.2 （0.89， 1.63）

高脂血症 0.201 0.057 1.47 （0.99， 2.17）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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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可能因患病后心理负担重，加之家人的过分担

忧，易对睡眠质量产生严重影响；但大部分老年人自

身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仅仅认为年龄大了，对睡

眠总体要求不高，因此未发现睡眠评价与慢性病相

关，温丽影等［8］研究与本研究结论大致相同。本研

究未发现睡眠质量和睡眠质量评价与糖尿病的相关

性，而其他学者的研究［9-11］发现不合理的睡眠时间可

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不同，不同原因可能有两点：

①、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仅调查上海的一个地区，

选取的样本量偏小且过于集中；②、本研究中女性为

男性的 2 倍，性别占比不均衡，有学者研究［12］发现

睡眠质量存在性别差异，故导致本研究的结果可能

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倚。研究发现 PSQI 总分与慢性病

数呈正相关，随着罹患慢性病数增多，PSQI 总分增

加，睡眠质量下降，与郭筱华等［13］调查一致。因患

病种类多，常需多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带来诸多生

理上不适，加之治疗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及财力，经

济负担重，家庭支持力度不足，导致身心疲惫，易

出现睡眠问题。睡眠障碍不仅与患慢性病的数量有

关，而且大量研究发现与慢性病的诸多不良结局密

切相关［14-15］。并且慢性病与睡眠问题相辅相成，慢

性病的困扰引发焦虑失眠，失眠导致免疫力下降，

可能会诱发或加重慢性病，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

康。 因此，关注慢性病的同时应高度警惕睡眠问题。

综上所述，社区老人睡眠影响因素众多，仅关

注慢性病尚且不足，应加强社区老人睡眠问题的预

防和干预，从多个层面改善老年人睡眠质量。本研

究尚存在不足：入组性别比例不均（女性多于男性），

现调查社区慢性病以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多

见，未全面考虑其他影响睡眠质量的疾病。未来需

大样本、较好的控制混杂因素研究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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