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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地区３ １７３名老年人睡眠障碍现况调查
赵路清胡风云
【摘要】

目的

了解太原地区老年人各种睡眠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失眠的相关因素。

方法采用多级抽样方法，对太原地区３１７３名６０—１００岁的老年人进行人户调查，筛选出有睡眠
障碍症状者，由专科医生复查并作出诊断。结果（１）３１７３名老年人中。有各种睡眠障碍症状者
２１３２例，患病率为６７．２％；其中失眠症、多梦、习惯性打鼾、日间嗜睡的患病率均较高，分别为
３９．６５％、３８．５８％、２６．６６％、３４．３２％。（２）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老年人早醒、起夜次数多、日间嗜睡、
睡眠呼吸障碍及睡眠节律紊乱的患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Ｐ＜０．０１）；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老年
人早醒、日间嗜睡及睡眠节律紊乱的患病率也有明显上升趋势（Ｐ＜０．０１）。（３）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独居、情绪障碍、躯体疼痛、夜尿次数多（Ｐ＜０．０１）与男性老年人失眠的发病有关；独居及麻／瘙
痒等感觉异常（尸＜Ｏ．０１）、情绪障碍（ＪＰ＜０．０５）与女性老年人失眠的发病有关。结论太原地区老
年人中各种睡眠障碍的患病率有上升趋势；应注重老年人情绪、躯体疾病对睡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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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严重影响老年人
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各种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象与方法

睡眠障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解太原地区

１．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截至２００９

老年人的睡眠障碍特点，本研究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

年７月１日年龄在６０—１００岁的太原市老年人。采

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进行了入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

用多级抽样方法，首先在全市范围内抽取有代表性

如下。

的迎泽、杏花岭、小店３个城区作为抽样框架区，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３

后在每个城区选取４—５个经济文化程度居中、人口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１２太原，山西省人民医院

构成有代表性的社区（共１４个社区），再根据样本不

通信作者：胡凤云，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ｙｕｎ７Ｉ＠１６３．ｃｏｒｎ

少于３００名的原则在每个社区内随机抽取６０．１００

史缬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２６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岁的老年人进行人户调查。
在进行调查前征得伦理学会的批准，并与每名

间感觉身体某处有麻或瘙痒的感觉。⑤咖啡／牛奶／
阅读／活动等：有几乎每天饮咖啡／睡前喝牛奶／睡前

被调查者签署知情同意书。除外不愿接受调查者及

阅读／日间外出活动等的习惯。

家访期间不在本地或住院者，共调查３１７３名老年
人，平均年龄（７８．２±５．１）岁。其中男性１６６６人

５．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录入，
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用ｉ±

（５２．５％），平均年龄（７９．０±４．９）岁；女性１５０７人

ｓ进行描述。各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ｃ２检验。

（４７．５％），平均年龄（７４．７±６．６）岁。

患病率的计算：符合诊断标准的某种睡眠疾患人数

２．调查工具：参照睡眠障碍国际分类（ＩＣＳＤ，

与实查人数的百分比。应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探

１９９７）以及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

讨各研究因素对失眠的影响。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ＣＣＭＤ一３，２００１）¨。】。其中睡眠障碍的定义采用国

统计学意义。

际疾病分类第１０版（ＩＣＤ一１０）标准ｂ Ｊ。

结

３．调查方法：

果

（１）调查前由课题组成员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

１．睡眠障碍患病率：３１７３名老年人中，有睡眠

员进行为期２ ｄ的统一培训，明确调查目的和方法，

障碍症状者２１３２例，患病率为６７．２０％。其中男性

详细讲解调查工具的使用及注意事项，印发调查指

１１ｌＯ例，患病率为６６．６０％，女性１０２２例，患病率为

南。培训结束时对调查人员就各种睡眠障碍的判断

６７．８０％，睡眠障碍总患病率在性别之间的差异无统

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６１～１．０（Ｐ＜

计学意义（Ｚ２＝３．２３，Ｐ＞０．０５）。

０．０５）。

在９种常见的睡眠障碍中，失眠症、夜间多梦、

（２）初查：各调查员深入到各社区每位调查对象

习惯性打鼾、日间嗜睡的患病率均较高，分别为

的家中，取得被调查者及其家属的信任及合作后，按

３９．６５％、３８．５８％、２６．６６％、３４．３２％（表１）；其次为不宁

调查问卷的项目逐条进行询问并如实填写。调查表

腿综合征和周期性腿动，患病率分别为１８．００％、

中除部分自评项目外，其他项目由老年人的配偶或

１６．５１％。习惯性打鼾（Ｐ＜０．０１）、睡眠呼吸暂停（Ｐ＜

共同生活的子女、亲属等帮助提供。

０．０１）、日间嗜睡（Ｐ＜Ｏ．０５）的患病率男性高于女性；

（３）复查：从调查问卷中筛选出有睡眠障碍症状
者，由本调查组的神经内科医生进一步上门详细了
解其病史、症状和体征，根据各种睡眠障碍的诊断标

失眠症、周期性腿动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Ｐ＜
０．０５）。
表１太原市３１７３名不同性别老年人各种
睡眠障碍的患病率（％）

准做出诊断。
（４）诊断标准：①失眠：上床后至入睡时间超过
３０

ｍｉｎ；睡眠中觉醒＞２次，觉醒时间＞３０ ｍｉｎ；晨醒

过早，睡眠总时间不足６ ｈ。②失眠症：有失眠症状，

且每周出现上述一项或一项以上症状并多于３次，
病程＞６个月，对日间心身活动有影响，即符合
ＣＣＭＤ一３失眠症的诊断标准。③习惯性打鼾：指睡
眠打鼾频度每周＞５次，或一旦入睡即打鼾者，否则
为偶尔打鼾。④睡眠呼吸暂停：为习惯性打鼾，并有
睡眠憋气或憋醒和日间嗜睡症状者。⑤周期性腿动
和不宁腿综合征：采用睡眠障碍国际分类中相应的
诊断标准。

注：两性问比较，４Ｐ＜０．０５，６Ｐ＜０．０１；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
内数据为患病率

２．失眠及其他睡眠障碍患病率：经趋势ｆ检验，

４．失眠影响因素的定义：①情绪障碍采用焦虑、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老年人早醒、起夜≥３次、日

抑郁自评量表（ＳＡＳ，ＳＤＳ）进行筛查，只要任何一项

间嗜睡、睡眠呼吸障碍及睡眠节律紊乱的患病率均

结果＞４１分即定义为存在情绪障碍。②夜尿次数
增多：近１个月内平均每天夜尿次数＞２次。③躯体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Ｐ＜０．Ｏｌ，其）ｃ２值分别为５．７９２、
１１．８９９、６．００４、８．６２９、５．６９３）。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

疼痛：近１个月内有２０ ｄ以上夜间感觉身体某处有

老年人早醒、日间嗜睡及睡眠节律紊乱的患病率也

疼痛不适感。④麻／瘙痒：近１个月内有２０ ｄ以上夜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Ｐ＜０．０１，其）ｃ２值分别为２．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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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２．６２４、３．４３６）。见表２。
讨

论

表２太原市３１７３名老年人各种类型失眠

睡眠障碍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老

及其他睡眠障碍的患病率（％）

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因素的变化，睡眠特点
也发生了明显改变。法国一项大型的睡眠流行病学
调查（样本量为５６２２，年龄１５—９６岁）显示，样本总
的失眠患病率为１８．６％，＞６５岁的老年人的失眠患
病率是＜４５岁人群的２倍。其中大约３０％受试者存
在入睡困难，７５％有觉醒次数多或早醒，４０％反映睡
眠质量差，６７％反映存在日间功能减退现象¨】。刘
连启等ｂ３调查山东省城市１８０５名老年人，睡眠障碍
的患病率为５５．７３％。本研究显示，太原市城区老年
人睡眠障碍总患病率为６７．２％，与上述国内外报道
的患病率基本吻合。
本研究与其他多项相关研究均显示，失眠、睡眠
呼吸障碍（包括习惯性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日间嗜
睡是老年人中发病率最高的睡眠障碍类型，这与老
年人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与中青年人比较，老年
人更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总时间减少，夜间醒
觉、白天小睡和早醒增加，往往整夜都在轻睡。实际

注：４Ｐ＜０．０Ｉ；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上老年入睡眠需要量没有明显改变，但睡眠结构发
３．多因素分析：以失眠发生与否为因变量（发

生变化，即深睡期（３、４期，又称慢眼动期）和快速眼

生＝１，未发生＝０），以可能影响睡眠的生理、社会因

动期缩短，睡眠的效率和质量明显下降。其次，老年

素共１３项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人睡眠呼吸障碍较年轻人更常见，尤其是男性老年

结果显示：独居（Ｐ＜Ｏ．０１）、情绪障碍（Ｐ＜０．０１）、躯

人，有调查表明：中年人的发病率是４％一９％，而＞

体疼痛（Ｐ＜Ｏ．０１）、起夜＞／３次（Ｐ＜０．０１）与男性老年

６０岁者发病率达４５％一６２％［６】。老年人呼吸肌的强

人失眠的发病有关；独居（Ｐ＜０．０１）、麻／瘙痒等感觉

度和呼吸中枢的敏感性下降，还常患有慢性阻塞性

异常（Ｐ＜０．０１）、情绪障碍（Ｐ＜０．０５）与女性老年人

肺病，这些因素均可造成周期性呼吸、潮式呼吸和

失眠的发病有关（表３）。

睡眠打鼾增多，进而引起血氧分压下降、高碳酸血
症及呼吸暂停。另外，本研究显示老

表３太原市３１７３名老年人失眠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Ｐ值

变量Ｐ值Ｄ尺值（９５％Ｃ１）

ＯＲ值（９５％Ｃ／）

男性

女性

年人中周期性腿动和不宁腿综合征
的患病率也较高。有调查表明，其患

情绪障碍０．０００１ ８．０６（２．７６１—２３．５１５）

独居０．０００４ ４．２９（１．９２９。９．５５们

病率随年龄明显增加，老年人中

起夜／＞３次０．００１１

麻／瘙痒０．０００８ ６．８５（２．２１９—２１．１４９）

４％．１１％患有周期性腿动，９％～２０％

躯体疼痛０．００１９ ６．２２（１．９５９—１９．７４７）

情绪障碍０．０１３４ ３．９１（１．３２７—１１．４９３）

患有不宁腿综合征，后者的水平与本

独居０．００６９ ２．７７（１．３２３—５．８１５）

单睡０．７７５５ ０．８９（０．４０４—１．９６５）

研究基本吻合ｎ】。

单睡０．０８３３

１．９２（ｏ．９１７—４．０３６）

活动０．２８８９ ０．６５；（ｏ．２９６—１．４３７）

活动０．６４９９

０．８４（０．４０ｌ—１．７６８）

咖啡０．３８２０ ２．８３（０．２７５—２９．０７１）

３．３０（１．６ｌｌ一６．７６３）

通过比较不同年龄段各种类型失
眠及其他睡眠障碍的患病率发现，不

咖啡０．６８９６ ０．５８（０．０４１—８．２５５）

牛奶０．３５７３ １．３９（０．６９２—２．７７４）

２．０６（０．８６８。４．９０９）

浓茶０．７６４９ １．１３（０．５１５—２．４６８）

牛奶０．８２２２ １．０９一（Ｏ．５２６。２．２４６）

躯体疼痛０．６１７５ １．５１０．３００—７．５８９）

浓茶０．７６６７ ０．８９（０．４２３。１．８８４）

午睡

０．７４（０．２１４—２．５３６）

率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年龄的

午睡０．４２７３

Ｏ．６０（０．１６７。２．１３２）

起夜≥３次０．８１７７ １．０９（０．５２８—２．２４８）

增长，老年人睡眠一觉醒周期的同步

阅读

０．０９２６

１．８０（０．９０８．３．５６２１

阅读０．２８８１ １．４４（０．７３３—２．８４４）

性变差，不能与外界信号保持一致，其

安静

Ｏ．７７６３

１．３３０．１８４．９．６５４）

安静０．４２９５ ０．５３（０．１０９—２．５６９）

臌痒０．１０１３

０．６２８１

论男女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
醒、睡眠节律紊乱及日间嗜睡的患病

昼夜节律提前，从而表现为早睡早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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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这部分归因为晚间体温下降提前（可能在１９：００一
２０：００时），８ ｈ后回升（３：ｏｏ一４：００时），所以老年人

常抱怨半夜醒来再难入睡。睡眠一觉醒周期的改变
可能源于体温调节中枢的变化、褪黑素等内分泌的

ＣＫｌ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１：

１３—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潘集阳．睡眠障碍临床诊疗．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２０．

［２］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ａ妇Ｍｅｄｉｃａｌ

变化、光照的减少以及环境因素。近来更多的研究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提示还包括有遗传因素参与其中妇ＪＪ。日间嗜睡、精

（ＣＣＭＤ一３）．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ｕｇ

神状态差可能与老年人夜间睡眠质量差、脑代谢水
平呈进行性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出现神经元丢失、脂
褐质沉积、淀粉样变，脑实质血管的改变等种种病理

ａｎｄ

ｄｏａｇｍｐｓｔｏｃ

ｃｒｉｒｅｒｉａ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ｃｍｃ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１：

１１８—１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３版．
济南：山东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１８—１２２．
［３］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改变相关；而这些变化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加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ｔｈｅ

重。另外，本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长，起夜次数逐渐增多，这可能与患前列腺疾病的人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２８６－２８８，３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ｌＩ鲫ｉ盈击彻，（为蜘ｐｉ蜥。几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ＣＤ—ｉ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北京协和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编译．疾病和

数逐渐增多有关。

本研究分析了老年人的多种社会、心理、生理因
素，以及与失眠的关系，结果发现，独居、情绪障碍、
躯体疼痛或麻／瘙痒等感觉异常均与失眠的发病有
关。老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丧偶而独居，还有一些因
为其他重大生活、工作事件而导致长期情绪不佳，甚
至已被诊断为抑郁症，他们中失眠的患病率非常
高。不仅失眠可作为诊断抑郁和焦虑的临床症状，
而且失眠患者更容易患精神疾病，二者是紧密相连
的。研究表明，那些存在严重睡眠问题的人更容易
抱怨其生活质量差，比起没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他
们有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症状ｎ引。因此，对于那些情
绪不佳、长期失眠的老年人应尽早接受专科医生的
诊治。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躯体并发疾
病逐渐增多，疼痛、麻木等感觉异常即是各系统疾病
的常见临床表现。因此我们要重视老年人的疼痛等
感觉异常的主诉，一方面有利于躯体疾病的及时诊
治，一方面将很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部分类型睡眠障碍的患病
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例如睡眠呼吸
障碍（男＞女）、周期性腿动（女＞男）等，这可能与两
性间不同的生理特点有关，尚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１０版（ＩＣＤ一１０）．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８６－２８８．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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