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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睡眠呼吸紊乱与冠心病的临床研究
张文莉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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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在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患者中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生情况，并探讨睡眠呼吸紊乱

与心肌梗死之间的关系。方法对９４例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男性冠心病患者及２８例排除了冠心病的男性患
者在睡眠实验室进行了整夜的多导睡眠监测，回归分析评估危险因素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结果５２．１％的冠心病
患者并发睡眠呼吸紊乱；对照组有２１．４％并发睡眠呼吸紊乱（Ｐ＜０．０５）。冠心病患者平均呼吸紊乱指数（Ⅺ）Ｉ）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冠心病合并睡眠呼吸紊乱患者的体重指数显著高于单纯冠心病患者（Ｐ＜０．０１）。两组
患者左室射血分数及其他危险因素之间相比无明显不同。睡眠呼吸紊乱的存在与冠状动脉疾病独立相关（ＯＲ
２．４，Ｐ＜０．０５），中度以上的睡眠呼吸紊乱与心肌梗死独立相关（ＯＲ ２．１，Ｐ＜０．０５）。结论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
的冠心病患者中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生率较高。睡眠呼吸紊乱是冠状动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中度以上（ＲＤＩ≥
２０）的睡眠呼吸紊乱是心肌梗死的重要预测因素。因此，对于冠心病患者，提高对睡眠呼吸紊乱的警惕性是非常重
要的。

【关键词】睡眠紊乱性呼吸障碍；冠状动脉疾病；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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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紊乱（ｓｌｅｅｐ．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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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中频繁的呼吸暂停及低通气为特征，并导致血
氧失饱和、睡眠分裂及白天嗜睡。国外的流行病学
资料提示，在成人中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病率为２％～
４％…，国内尚缺乏此类资料。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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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很复杂，目前尚不清楚，但有研究发现肥胖及年
龄是较强烈的致病因素１２ｊ。回顾性的研究发现，睡
眠呼吸紊乱与心血管疾病及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

０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ｃ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Ｖ０１ ２ Ｎ。２

回归进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２结果

死亡率相关旧Ｊ。本研究的目的是估测在经冠状动脉

１２２例患者中９４例确诊为冠心病，２８例排除了

造影证实的男性冠心病患者中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生

冠心病。两组问平均ＢＭＩ及平均左室射血分数（１ｅｆｔ

情况，并分析了睡眠呼吸紊乱与冠状动脉疾病及心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差异无显著性意

肌梗死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睡眠呼吸紊乱是否为冠

义。冠心病组中高脂血症较对照组明显增多。冠心

心病的危险因素。

病组中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生明显多于非冠心病组
（Ｐ＜０．０５），冠心病组的平均ＲＩ）Ｉ明显高于非冠心

１资料和方法

病组（Ｐ＜０．０５）。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的详细资
１．１研究对象１２２例因胸痛而行冠状动脉造影术，

料见表１，冠心病合并睡眠呼吸紊乱组与冠心病不合

平均年龄（５６±１３）岁的男性患者先后入选为本研究

并睡眠呼吸紊乱组的详细资料见表２。

的对象。瓣膜病及心肌病患者除外。所有患者均进
行了临床问卷调查，包括一般状况、既往史、现病史、

表１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的一般情况及危险因素比较

临床表现等。根据以下标准记录患者的危险因素及
伴发疾病：①肥胖：体重指数（ｂ．ｘｔｙ

ｎｌｌ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

２５ｋｇ／ｍ２。②高血压：根据１９９９年ＷＨＯ—ＩＳＨ制定
的标准，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３ｋＰａ）
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或在２４ｈ血压记录中平
均血压≥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③高脂血症：总胆固醇≥
５．７２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１．７０ｍｍｏｌ／Ｉ。。④糖尿病：
根据１９９７年ＷＨＯ制定的标准，空腹血糖≥
７．０ｍｍｏｌ／Ｉ．或任意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Ｉ．，伴有典型糖
尿病症状。⑤吸烟史：吸烟持续至少１年。全部患
者均用ＧＥ公司ＩＮＯＶＡ２０００血管造影机行冠状动脉
造影及左室造影，一支或多支冠状动脉狭窄损害至
少＞５０ｔ｝６诊断为冠心病。
１．２睡眠研究用Ｒｅｓｐｉｒｏｃ

Ａｌｉｃｅ

３睡眠监测系统对

全部患者行整夜的多导睡眠监测。包括下列指标：

注：’Ｐ＜０．０５，与非冠心病组比较

表２冠心病合并睡眠呼吸紊乱组与冠心病不合并睡眠
呼吸紊乱组的一般情况及危险因素比较

脑电图（Ｃ３，Ｃ４）、眼电图、颏肌电图、心电图、胸式呼
吸、腹式呼吸、口鼻气流、指端血氧饱和度、鼾声、体
位、肢体活动等，连续记录资料，储存在计算机中，次
日进行分析。
呼吸暂停定义为口鼻气流停止≥１０ｓ；低通气定
义为气流减少５０％，持续≥１０ｓ，并有相应的氧饱和
度下降≥４％。睡眠呼吸紊乱由呼吸紊乱指数（ｒｅｓ—
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ＲＤＩ）来确定，即计算睡

眠中平均每小时发生的呼吸紊乱（呼吸暂停＋低通
气）的次数，根据国际标准，ＲＤＩ≥５确定为睡眠呼吸
紊乱。
１．３统计分析资料分析用ＳＰＳＳ７．０统计软件包进

注：＋Ｐ＜０．０５，与冠心病不合并睡眠呼吸紊乱组比较

行。连续变量的统计描述用孑±Ｓ表示，组间差异性

分析用ｔ检验。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用ｆ检验。

全部１２２例患者的ＢＭＩ与ＲＩ）Ｉ存在相关性

冠心病及其危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评估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０．２３，Ｐ＜０．０１），年龄与ＲＤＩ之间也存在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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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０１ ２

Ｎｏ ２

关（ｒ＝０．１９，Ｐ＜０．０５），ＬＶＥＦ与ＲＤＩ没有相关性。

一些差异，但一致认为，严重的睡眠呼吸紊乱是冠心

在更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中，体重（ＯＲ

２．２，ＣＩ

病发生和死亡的危险因素，只是具体到多大的ＲＩ）Ｉ

１．５，ＣＩ １．２～

值可以作为冠心病的预测因素，可能需要大样本的

１．３～３．２，Ｐ＜０．０１）及年龄因素（ｏＲ
１．７，Ｐ＜０．０１）与ＲＤＩ独立相关。

前瞻性研究。

冠心病合并睡眠呼吸紊乱患者的体重明显高于

睡眠呼吸紊乱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及危险因素

单纯冠心病患者（Ｐ＜０．０１），两组其他的危险因素

（如肥胖、高脂血症及高血压）相似。睡眠呼吸紊乱

及ＬＶＥＦ无明显不同（表２）。

的病理生理特点是睡眠时反复发作的低氧／再复氧

对于单支、双支及三支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睡眠

及明显高于清醒时的交感神经活性＿７ Ｊ，两者均导致

呼吸紊乱的发生没有不同，而且这些患者ＲＤＩ的差

氧自由基释放增多，根据自由基学说，这将发生一系

异无显著性意义。

列的功能紊乱，包括内皮功能失调，血管平滑肌细胞
２．４，ＣＩ

增殖，血小板聚集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成氧化

４．３，ＣＩ

型低密度脂蛋白（动脉粥样硬化的强烈致病因子），

２．４～７．７；Ｐ＜０．０１）与冠状动脉疾病明显相关，中

粘附分子、纤维蛋白原及同型半胱氨酸增加，所有这

度以上（ＲＤＩ≥２０）的睡眠呼吸紊乱（ＯＲ

２．１，ＣＩ

些因素均可能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过程，或导

１．２

致早已存在的粥样硬化斑块的进一步发展，并进一

多元回归分析提示，睡眠呼吸紊乱（ＯＲ
１．４～４．９，Ｐ＜０．０５）及高脂血症（ＯＲ

１．０～３．６，Ｐ＜０．０５）及高脂血症（ｏＲ

２．３，ＣＩ

－－３．９，Ｐ＜０．０１）与心肌梗死独立相关。

步导致全身性的血管疾病，尤其是冠状动脉疾病旧ｊ。
冠心病合并睡眠呼吸紊乱组的患者危险性最

３讨论

大，因为与呼吸紊乱相关的血氧失饱和可以触发夜

本研究发现，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患
者睡眠呼吸紊乱的发生率（５２．１％）明显高于非冠心
病患者，并且冠心病组的平均ＲＤＩ明显高于对照组。
睡眠呼吸紊乱与冠状动脉疾病明显相关，中度以上
（ＲＤＩ≥２０）的睡眠呼吸紊乱是心肌梗死的独立预测
因素。
早期的流行病学资料证实，习惯性打鼾与胸痛
及心肌梗死的发生相关¨。。这些研究中只有少部分
的病例进行了睡眠监ｉ贝０，一些潜在的睡眠呼吸紊乱
可能没有被发现。后来的一些研究证实，在缺血性

间的心肌缺血。Ｆｒａｎｋｌｉｎ等一１研究了１０例有夜间胸
痛的患者，发现其中９例存在睡眠呼吸紊乱，经持续
正压通气治疗睡眠呼吸紊乱后，夜间胸痛减轻，夜间
心肌缺血事件减少。除血氧失饱和对心肌缺血的影
响之外，呼吸紊乱本身可以在每一个呼吸紊乱的间
期消耗呼吸功，减少心肌的血流供应，或通过突然改
变心率及升高血压诱导的左室后负荷来增加需氧
量Ｈ ０Ｉ。另外，室间隔的移位妨碍了左室的收缩功
能【１１【。本研究中观察到的中度以上的睡眠呼吸紊乱
（ＲＤＩ≥２０）与心肌梗死的独立相关性可能反映了呼
吸紊乱与心肌缺血之间相互作用的终点。

心脏病患者中睡眠呼吸紊乱有较高的发生率，但对

年龄及ＢＭＩ均与ＲＤＩ独立相关，这与流行病学

于睡眠呼吸紊乱与冠心病之间的确切关系，研究结

资料提示的年龄与肥胖是睡眠呼吸紊乱的强烈致病

果还存在矛盾。例如，Ｍｍｌ等”１发现１４２例冠心病

因素相一致旧。。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冠心病合并睡

患者中有３７％患有睡眠呼吸紊乱，对照组中发生率

眠呼吸紊乱患者的ＢＭＩ显著高于不合并睡眠呼吸

明显减少．但其对照组未做冠状动脉造影，而是根据

紊乱的冠心病患者。

病史除外冠心病的诊断，该研究还发现ＲＤＩ及ＢＭＩ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照组是通过冠状动脉造

是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素。Ｓｃｈａｆｅｒ等帕。研究了经冠

影排除冠心病的，但是这些患者中很可能存在动脉

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与睡眠呼吸紊乱的关系，多元

粥样硬化，因为小的斑块是冠状动脉造影无法发现

回归发现睡眠呼吸紊乱的诊断并不是冠心病的预测

的。

因素，但是较严重的睡眠呼吸紊乱是心肌梗死的独

总之，在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患者中

立预测因素。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差异的

有较高的睡眠呼吸紊乱发生率。中度以上的睡眠呼

原因在于Ｓｃｈａｆｅｒ等把ＲＤＩ≥１０作为睡眠呼吸紊乱

吸紊乱与心肌梗死独立相关。因此，对于冠心病患

的诊断标准，而迄今为止，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把

者，高度警惕睡眠呼吸紊乱是非常重要的。

诊断睡眠呼吸紊乱的ＲＤＩ值提高，但国际上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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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八届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
由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八届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将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底在上海市举行
（具体时问地点另行通知）。此次大会将邀请国内知名的老年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做专题讲座及学术交流。
会议同时举办“老年心血管疾病学及药物治疗学新进展学习班”。
征文内容１．老年疾病的预防与保健。２．老年常见疾病临床救治经验及基础研究。３．老年多器官功
能不全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４．老年疾病介入治疗及展望。５．老年疾病的外科治疗。６．衰老机理研究与
抗衰老前景。７．老年疾病基因治疗及展望。８．老年疾病影像学应用的现状及对策。９．老年人疾病合理用
药。１０．中老年疾病的护理。１１．其它。
征文要求

１．尚未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论著，综述，经验总结，个案报道，外文摘译及

评论性文章。２．来稿一式两份，中、英文均可。全文限５ ０００字内（请务必附８００—１ ０００字的大摘要），摘要
５００字内。稿件用中文ｗｏｒｄ文档编辑（请附软盘），有条件者可通过Ｅ—ｍａｉｌ投稿。３．稿件经审稿录用后将
编人此次大会论文集，并择优在《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等相关期刊上发表。４．截稿日期为２００３年８
月３１日。未经采用稿件，不予退稿，故请自留底稿。
学

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军队医学继续教育学分４５分。

通信地址：北京复兴路２８号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１００８５３）刘玲玲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９３６７８３（地方线）、０２０１．９３６７８３（军线）。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ｌｌ３０１＠ｂｔａｍａｉｌ．ｎｅｔ．ｃｎ

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组委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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