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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睡眠时间与脑梗死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李婧马晓萍于春梅欧文静张盟思梁庆成赵景波
【摘要】

目的探讨睡眠时间与脑梗死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１０３７例脑梗死住院患者作为病例组，以同期健
康体检的１２０５名非脑血管病者作为对照组，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数据分析采用ｆ、Ⅱ检验和多
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以睡眠时间６～８ ｈ者为基准相比，调整年龄、性别、ＢＭＩ、腰
臀围比值、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血脂指标后，睡眠时间＜６ｈ者患脑梗死的风险
增加（ＯＲ＝２．８１，９５％ＣＩ：１．６８—４．７０）；睡眠时间＞８ ｈ者与脑梗死无关联（ＯＲ＝Ｏ．７６，９５％Ｃ１：０．４８～
１．２０）。按照性别分层后，睡眠时间＜６ ｈ与脑梗死的相关性仍然存在，且女性睡眠时间＜６ ｈ者脑
梗死发生风险高于男性，ＯＲ值分别为５．５８（９５％ａ：１．７８。１７．５２）、２．０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３．６４）。结论
睡眠不足可能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脑梗死；睡眠不足；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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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脑卒中的最常见亚型。目前其已知的

人群死亡率升高有关乜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项大

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吸

样本研究结果显示，睡眠不足或睡眠时间过长与脑

烟等，另外炎症、感染、超重和肥胖、饮食、饮酒、睡眠

卒中存在相关性口’４Ｉ。日本一项前瞻性的研究

时间等因素也列为脑梗死的危险因素研究行列¨１，

（ＮＨＡＮＥＳ—Ｉ）认为睡眠时间＞８ ｈ与脑卒中有关，而

但尚缺乏统一定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或过长与

睡眠时间＜６ ｈ与脑卒中无关ｂ］。但这三项研究是

针对睡眠时间与脑卒中（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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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未单独分析脑梗死与睡眠时间的关系。国内
关于睡眠时间与脑梗死之间关系的一项病例对照研
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８ ｈ可增加脑梗死发生风
险，睡眠时间＜６ ｈ与脑梗死无关№］。目前国内外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ｆｌ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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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睡眠时间与脑卒中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ｂ－７］，尚缺

平均睡眠时间（７．２２±０．９５）ｈ显著长于病例组（７．０６±

少睡眠时间与不同亚型卒中的研究。为此本文采用

１．１９）ｈ，病例组睡眠时间＜６ ｈ者所占的比例高于对照

病例对照研究探讨睡眠时间与脑梗死关系，为脑梗

组，而睡眠时间＞８ ｈ者所占的比例低于对照组（表１）。

死的预防提供依据。

表１病例组和对照组相关指标比较

对象与方法

指标

１．研究对象：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连续

年龄６±ｓ，岁）

收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脑梗死住院病例。病例组纳入标准：①经过头颅ＣＴ
和／或ＭⅪ检查确诊为脑梗死；②无神经系统相关疾

男性

（端）（爨）Ｐ值
６０．８７±１１．３８

６５４（６３．０７）

ＢＭＩ（ｘ＋ｓ，ｋｇ／ｍ２）
腰臀比６±ｓ）

６１．１８±９．１７

０．４８０５

７８８（６５．３９）０．２５１４

２４．７４±３．１１

２５．２１±３．４４

０．８６±０．０５

０．８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ｌ

吸烟

５４４（５２．４６）

病；③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饮酒

３７８（３６．４５）４５３（３７．５９）０．５７６７

及脑出血患者；②因精神症状、思维或记忆障碍不能

高血压史

６１７（５９．５０、

３０４（２５．２３）

＜０．０００ｌ

糖尿病史

２２７（２１．８９）

１６ｒ１．３３）

＜０．０００ｌ

准确回答问题者；③伴心、肝、肾功能不全，呼吸衰竭

冠心病史

１８８（１８．１３、

５６（４．６５）

＜０．０００１

或恶性肿瘤者。共收集病例１０３７例。对照是从同

ＳＢＰ（ｉ＋ｓ，ｍｍ Ｈｇ）

１４８．４６±２３．６７

５３８（４４．６５）０．０００２

１３８．９２±２０．２９＜０．０００１

ＤＢＰ６±ｓ，ｍｍ Ｈ曲

８９．３６±１３．５５

８７．６６±１３．１５

期在该医院的健康体检者中获得。对照组纳人标准

心率６±ｓ，次）

７６．３２±１１．１８

７８．６１±ｌＯ．０３＜０．０００１

为无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并有知情同意者。排除标

ＦＰＧ（；±ｓ，ｍｍｏｌ／Ｌ）

６．７２±２．５４

５．７３±１．５８＜０．０００１

ＴＣ６±ｓ，ｒｎｍｏｌ／Ｌ）

４．６７±１．２０

４．５７±０．９４

０．０２３ｌ

ＴＧ６±ｓ，ｍｍ０１／Ｌ）

１．７３±１．２３

１．８４±１．４０

０．０５０９

ＨＤＬ—Ｃ６±５，ｍｍｏｌ／Ｌ）

１．２９±０．３３

１．３８±０．７３

ＬＤＬ．Ｃ伍±ｓ，ｍｍｏｌ／Ｌ）

３．１６±０．９８

３．００±Ｏ．９２

睡眠时间６±ｓ，ｈ）

７．０６±１．１９

７．２２±０．９５

准：①有脑卒中病史；②因精神症状、思维或记忆障
碍不能准确回答问题者。共收集对照１２０５例。
２．研究方法及内容：对病例组和对照组采用统
一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人口学情况

睡眠时间分段（ｈ）
＜６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②既往心血管

６～８

疾病史（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脑卒

＞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７０（６．７５）

３２（２．６６１

９１７（８８．４３）１０９６（９０．９５）
５０（４．８２１

７７（６．３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中病史）；③行为因素（吸烟、饮酒、睡眠时间）。其中
吸烟定义为每天至少吸１支烟，并持续６个月以上；

单因素分析显示，睡眠时间＜６ ｈ者患脑梗死的

饮酒定义为在过去的一年内平均每周摄人酒精量≥

风险比睡眠时间６～８ ｈ者增加２倍多（ＯＲ＝２．６１，

ｇ［酒精量（ｇ／ｄ）＝饮酒量（ｍ１）×酒精含量×酒精密

９５％Ｃ／：１．７１～４．０１），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饮

度（ｇ／ｍ１）；酒精含量白酒按３８％，啤酒按４％，葡萄酒
按１２％；酒精密度按０．８ ｇ／ｍｌ计算］；本研究睡眠时

酒、ＢＭＩ、腰臀比、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

间是指一天内总的睡眠时间，即所有处于睡眠状态

２．８１，９５％ｃ，：１．６８～４．７０）。睡眠时间＞８ ｈ者与６～

的时间总和，包括间断睡眠和连续睡眠；睡眠时间

８

分成＜６

两组问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按照性

８

ｈ、６～８ ｈ、＞８

ｈ。调查人员经统一培训，在

血脂指标因素后，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
ｈ者相比，无论是单因素分析还是调整多因素分析，

得到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由调查员填写问卷，

别分层，调整后睡眠时间＜６ ｈ者与脑梗死的关联在

并按照标准方法测量和记录被调查者身高、体重、腰

不同性别问均有统计学意义，但男性睡眠不足对脑

围、臀围。采集入院次Ｅｔ清晨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

梗死的风险低于女性（男性ＯＲ＝２．００，９５％凹：１．１０—

标本５ ｍｌ，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脂（ＴＣ、

３．６４；女性ＯＲ＝５．５８，９５％Ｃ／：１．７８～１７．５２），见表２。

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和空腹血糖（ＦＰＧ）。

讨

论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６ ｈ可使脑梗死

库，对收集的数据采用双份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错。

发生的危险增加（ＯＲ＝２．８１，９５％Ｃ／：１．６８—４．７０），

运用ＳＡ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ｃｔ＝Ｏ．０５。比较病例组

与国外两项睡眠时间与脑卒中相关性研究结果一

和对照组的基本信息，计量资料间比较进行ｕ检验，

致ｂ＇“。睡眠不足与脑梗死关联的机制目前尚未明

分类资料间比较采用ｆ检验。运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睡眠时间与脑梗死的相关性。

确证实，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影响内分泌和机体的

结

果

代谢功能随］。有研究显示，睡眠缺乏可导致糖耐量
受损、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血压

共收集病例组１０３７例，对照组１２０５例。两组在

升高，这些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危险因素曲］。

年龄、性别间具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另外睡眠不足能够使白细胞介素一６和Ｃ反应蛋白等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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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深入研究探讨。

表２睡眠时间与脑梗死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①研究对象来自一家医院
神经内科的病例，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②睡眠时

合计
＜６

７０（６．７５）

６～８
＞８

３２（２．６６）２．６１（１．７１～４．０１）２．８１（１．６８～４．７０）８

９１７（８８．４３）１０９６（９０．９５）１．０

１．０

的方式，两者可能存在差异。但有文献报道乜０｜，自我

５０（４．８２）

７７（６．３９）０．７８（０．５４—１．１２）０．７６（０．４８～１．２０）。

３９（５．９６）

２７（３．４３）１．８０（１．０９—２．９７）２．００（１．１０～３．６４）６

男性
＜６
６～８

＞８

５７５（８７．９２）７１５（９０．７４）Ｉ．０

Ｉ．０

４０（６．１２）４６（５．８４）１．０８（０．７０～１．６８）Ｏ．８９（０．５２～１．５２）６

汇报的睡眠时间与活动测定仪定量测得的睡眠时间
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③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只
是初步探讨睡眠时间与脑梗死的关系，尚不能得出
因果结论，有待于利用大样本的队列研究验证睡眠

女性
３１（８．０９）

＜６
６～８
＞８

间并不是定量测量获得，而采用研究对象自我报告

５（１．２０）６．９１（２．６６～１７．９６）５．５８（１．７８～１７．５２）６

３４２（８９．３０）３８１（９１．３７）１．０
１０（２．６１）

１．０

时间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３１（７．４３）０．３６（０．１７一Ｏ．７４）Ｏ．５６（０．２２～１．４４）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调整因素包
括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ＢＭＩ、腰臀比、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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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３．６４），其性别问的差异在其他关于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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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睡眠时间的相互作用对卒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医学
版，２００８（３）：２６２－２６９．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与心血管病研究中也有证实¨’１２。１４Ｉ。女性睡眠时

ｏｎ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 Ｐｅｋｉｎｇ Ｕ１１ｉｖ：

间＜６ ｈ对心脑血管病（包括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脑

７

Ｃｈｅｎ ＪＣ，Ｂｎｍｎｅｒ ＲＬ，Ｒｅｎ Ｈ，ｅｔ ａ１．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卒中）风险性高于男性¨］。德国一项前瞻性研究表

８

ｖａｎ

ｓｌｅｅｐ ｌｏｓｓ ｏｎ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２００７．６７ Ｓｕｐｐｌ ｌ：２—９．

明，女ｆ生睡眠＜６ ｈ与心肌梗死间存在相关性，而男性
睡眠＜６ ｈ与心肌梗死无关ｎ２｜。另外也有研究发现

１０

在男性中却未发现Ｈ３’“］。睡眠时问不足与疾病的关

【１ ｌ

系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可能与男女两性所承受

１２

各种疾病¨６＇”］ｏ
ＷＨＩ．ＯＳ研究ｎ１以及北京市一项研究哺１均认为
睡眠时间＞８ ｈ与脑梗死存在相关性，而本研究发现

Ｋａｔｅ

ｏｎ

Ｍ，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ＢＧ，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 Ｇ，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０１．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０，３５：１１７３一１１７５．

的压力以及对于压力的反应不同有关¨５。，也可能是
的妇女，体内激素水平波动较大，情绪不稳定，更易患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ｏｍｌ 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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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６ ｈ与高血压之间的相关性在女性中存在，而

不同性别间体内激素水平差异，尤其是绝经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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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Ⅵｌｉｔｅｈａｌｌ

ＩＩ Ｓｔｕｄｙ．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７．５０：

６９３－７００．

１１４ Ｊ Ｓｔｒａｎｇｅｓ Ｓ，ＤｏｍＪＭ，ＣａｐｐｕｃｃｉｏＦＰ，ｅｔ ａ１．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ｉｎ ｐｒｅｍｏ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０．２８：８９６—９０２．
１１５ｊ ＲｅｄｉｅｈｓＭ，Ｒｅｉｓ Ｊ，ＣｒｅａｓｏｎＮ．Ｓｌｅｅｐｉｎ ｏｌｄ ａｇｅ：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ｌｅｅｐ．１９９０．１３：４１０—４２４．

睡眠时间＞８ ｈ与睡眠时间６～８ ｈ相比，脑梗死的发

生风险有降低的趋势（ＯＲ＝Ｏ．７６，９５％Ｃ／：０．４８～
１．２０），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认为睡眠时间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１
ｍｏｏ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５：Ｓ１０２—１０８．
１ １７ｊ Ｓｏｗｅｒｓ ＭＲ，Ｌａ Ｐｉｅｔｒａ ＭＴ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ｉｔ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１ ６ Ｊ Ｐａｒｒｙ ＢＬ，Ｎｅｗｔｏｎ ＲＰ．Ｃｈｒｏ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Ｒｅｖ，１９９５．

过长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目前还没有生理学

１７（２）：２８７—３０２．
１１８ Ｊ Ｃａｐｐｕｃｃｉｏ ＦＰ，ＣｏｏｐｅｒＤ，Ｄ’ＥｌｉａＬ，ｅｔ ａ１．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机制方面的解释，可能是由于疾病而导致睡眠时间

１ １ ９ ｊ Ｇｒａｎｄｎｅｒ Ｍ，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ＳＰ．、Ⅳｈｏ

过长ｎ ８Ｉ。此外也可能是潜在的一些混杂因素导致睡
眠时间过长与心血管病之间的相关性¨…，如不同个
体之间情绪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均对睡眠时间产生
影响，而本研究并未涉及这些因素，其风险关系仍需

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ｕｒ Ｈｃａｒｔ Ｊ．２０１１，３２：１４８４—１４９２．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ｓｌｅｅｐｅｒ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ｌｅｅｐ
２００７．１１：３４１—３６０．

Ｍｅｄ Ｒ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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