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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鼾症与动脉硬化相关性。方法通过问卷调查１６６例动脉硬化患者和１４７名正常对照组打鼾情
况，比较两组间动脉硬化相关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中鼾症、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体质量指数、血糖
异常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ｐ＜ｏ．０１或０．０５），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高脂血症、血糖异常为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
素。结论鼾症不是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两者具有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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鼾症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ＯＳＡＨＳ）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过程，均是心、脑血
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卜２１。动脉硬化病变是多种心脑血
管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它的形成是一个连续
的整体疾病【３ｌ。然而关于鼾症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
的研究甚少，虽然国外有文献报道称打鼾过程会将
振动通过咽喉周围软组织传送到颈动脉，可能导致
血管收缩，伤害内皮细胞致颈动脉粥样硬化【４１，然
而在相关文献报道中对鼾症是否为动脉硬化的独立
危险因素结论并不一致【５‘６］。多普勒检测踝臂血压指
数（ＡＢＩ）、臂踝脉搏波速度（ｂａＰＷＶ）是已确立的动脉
硬化的无创检测手段，前者是反映动脉僵硬度的早
期敏感指标，后者与动脉的扩张性和硬度之间有良
好的相关性［７１，眼底检查能获得动脉硬化形态方面
测试结果，三者分别评估血管功能、结构和形态学

改变，能为动脉粥样硬化诊断提供更多、更可靠的
信息，且无创、省时、省力、费用低、简单易行，
本研究拟通过联合ＡＢＩ、ｂａＰＷＶ和眼底检查三种检
测动脉硬化的方法，分析和探讨鼾症与动脉粥样硬
化之间的关系，探寻鼾症的危害性，发现动脉硬化
更多的危险因素，以利于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阵
线前移，另外为探索这种联合方法对动脉硬化监测
的应用价值，为在基层医院、体检中心逐步推广提
供依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与分组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院体检科均
行多导睡眠检测和动脉硬化检查的３ １３例体检人员，
其中男１７５例，女１３８例。依据踝臂指数（ＡＢＩ）≤０．９或

基金项目：深圳市南山区科创局项目（Ｎｏ．２０１２０４４）

动脉硬化弹性功能方面（ｂａＰＷＶ）ＮＩ］试≥１ ４００ ｃｍ／ｓ或
眼底镜下有动脉硬化之形态改变的任何一项动脉硬

收稿Ｅｔ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化指标增高者为病例组（１６６例），正常者作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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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４７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其既往病史、生活方式

血症等危险因素后，仅高血压、高脂血症、血糖代

和睡眠打鼾情况，每周打鼾４次以上（含４次）定义为习

谢异常为动脉硬化的独立因素（ＯＲ值分别为７．９５、

惯性打鼾，体检获得身高、体质量、血压、空腹血
糖、血脂、尿酸等数据，根据身高体质量计算出体

２．１１、１．８１），见表２。

质量指数（ＢＭＩ，ＢＭＩ，＞２４为异常），空腹血糖≥６．１
ｍｍｏｌ／Ｌ或者糖尿病患者定义为空腹血糖损害。本研
究得到医院临床医学试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

表１动脉硬化指标增高组和动脉硬化指标正常组
基本临床资料
因素

对照组（ｎ＝１４７）病例组（ｎ＝１６６）Ｐ值

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动脉硬化检测项目
ｂａＰＷＶ测试采用日本欧姆龙公司全自动动

１．２．１

脉硬化检测仪（ＢＰ一２０３ＲＰＥｌｌｌ）获得，测前患者静息５
ｍｉｎ，测试仪根据身高自动测量上臂至脚踝间的传播
距离“Ｌ”和脉搏波传导时间“Ｔ”，根据脉搏波传导
速度（ＰｗＶ）＝Ｌ／Ｔ计算两侧ｂａＰｗＶ。
１．２．２

ＡＢＩ测试采用Ｅｔ本欧姆龙公司全自动动脉

硬化检测仪（ＢＰ一２０３ＲＰＥＩｌｌ）同时记录脉搏波形，测量
四肢血压计算脉压、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和踝臂指数
（单侧ＡＢＩ为该侧踝动脉与双侧肱动脉收缩压的最高
值之比），最后取左右两倾ＪＪＡＢＩ的低值。
１．２．３动脉硬化形态方面测试根据眼底镜下所
见，如视网膜动脉管径有无变细或呈节段不匀现
象，视网膜动脉管壁有无反光增强，动静脉管径之
比，动静脉有无交叉压迹现象，动脉有无呈铜丝状
或银丝状等予以分级。
１．３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用ｔ检验，多组
比较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进行ｘ ２检验；以０．０５为
选人变量的显著性水准，０．１为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
准，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ｆｆｌ归分析，用ＯＲ及９５％ＣＩ估
计相对危险度。各统计量采用双侧检验，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归分析动脉硬化危险因素与
动脉硬化的关系
危险因素

声ＳＥ（ｆ１）ｗａｌｄ

ｘ２雅ＯＲ

９５％ＣＩ

２结果

两组基本资料及检测指标的比较

２．１

两组在性别、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３１３例体检人员中，有鼾症者１８７例（占
５９．７％），病例组中鼾症、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
酸血症、ＢＭＩ、空腹血糖损害的比率均高于对照组
（均Ｐ＜０．０５或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动脉硬化指标增高与鼾症及其他因素之间的相
关性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调整鼾症、
ＢＭＩ、空腹血糖损害、高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
万方数据

３讨论

动脉硬化与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而且作为
早期预测指标一直受到关注［８。９１。鼾症是常见的睡眠
呼吸障碍性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
率密切相关【２１，但是鼾症与动脉硬化关系研究较
少，而且在为数不多的文献报道中鼾症是否为动脉
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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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显示动脉硬化指标
增高与鼾症、ＢＭＩ、空腹血糖损害、高脂血症、高
血压、高尿酸血症等相关，当调整所有危险因素做
多元回归分析后，仅与血糖代谢异常、高脂血症、

３６９

在基层医院和体检中心，ｂａＰＷＶ、ＡＢＩ联合眼
底镜检查的三种方法联合检测作为一种全新尝试检
测动脉硬化的方法，在体检过程中方便开展，且简
单、易行、无创，但其预测的价值可能还需要更大

高血压与动脉硬化指标增高相关，鼾症不是动脉硬
化指标增高独立危险因素。
这与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学者

样本、前瞻陛的临床研究来证实；鼾症患病率高，

Ｒａｍｏｓ．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等［Ｉｏ】在美国北曼哈顿社区群体中研
究发现打鼾和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没有显著相关

估、分级指标和更长的的观察时间来证实。

性，Ｋｉｍ等［５］在韩国首都区做的流行病调查结果发现
在四年随访期间鼾症患者并没有加速颈动脉粥样硬

与和动脉硬化一样具有病理过程长以及危害性大的
特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可能需要客观的打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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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们采用的检测动脉硬化方法，ｂａＰＷ是检
测大动脉弹性的常用指标，与动脉的扩张性和硬度

［６】李岩．北京社区居民打鼾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调查研

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ＡＢＩ检查下肢动脉硬化，是

［７】王云飞，汪丽，杨萍，等．无创外周ｍ管检测技术评估血管

反映动脉僵硬度的早期敏感指标［昏９，１１】，眼底检查是

功能的应用及进展叮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８）：

唯一能肉眼下获得小动脉硬化形态方面测试结果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 ８．

究［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３（０８）：７０２—７０５．

方法；鼾症患者病史长久，即危险因子作用时间长

［８］李书兵，藿芝蓉．颈动脉硬化与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性研

短不同可能会影响鼾症与动脉硬化关系，鼾症血管

究：第十一次全国急诊医学学术会议暨中华医学会急诊

损害的早期改变可表现为血管僵硬度增加，对亚ｌ临
床血管病变患者开展早期动脉硬化检测及早进行干
预，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采用

医学分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中国辽宁大连，２００６［Ｃ］．

体检者易于接受、符合健康管理实践要求的方法，
在健康体检者中探索能评估血管健康状态、动脉硬
化的检测手段是本研究的特色。
本研究不足之处有鼾症的确认使用的是自我评
估问卷，虽然自我评定打鼾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流
行病学研究中，但是打鼾的频率还是可能被低估；

横断面研究样本例数偏少可能也是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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