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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老年患者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孙英群 1 、 宋云川 1 、 陈效曦 1 、 顾　芳 1 、 吴黎黎 2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 ICU 老年患者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及相关因素。方法　以自 2011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麻醉科 ICU 中收治的术后老年患者 187 例为研究对象。于术后 1 个月时进行

评价分析。以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是否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等

作为分组因素，比较不同组间患者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将有意义的因素再次引入 Logistic 回

归方程，筛选出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术后 1 个月时，共有 33 例患者出现精神

障碍。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是否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

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显著相关（P< 0.05），年龄、性别及术后是否使用镇痛泵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

生无显著相关性（P< 0.05）。将术后有无精神障碍作为因变量，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分组因素作为

自变量，经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

血症均为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结论　老年患者出现术后精神障碍系多个因

素协同作用所致，其中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均可视为术后发生精

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应有针对性的加强预防，以降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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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orbidity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ICU postoperative mental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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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orbidity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ICU postoperative mental disorder. 

Methods　187 elderly patients（＞ 65 years old）treated from January 2011 to June 2016 in the anesthesia department 

and ICU were selected. After 1m of surgery，the patient’s condition was evaluat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ed the 

patient’s age，gender，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complication of hypertension/diabetes and incidence of hypoten-

sion/hypoxemia. The morbidity of mental disorder was observe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Results　1 months after operation，a total of 33 patients with men-

tal disorders. According to the univariate analysis，it was known that the complications of hypertension/diabetes mel-

litus and morbidity of hypotension/hyoxemia have an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the morbidity of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

（P<0.05）；the patient’s age，gender or application of analgesia pump has no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the morbidity 

of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P<0.05）；the morbidity of dysphrenia was taken as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the signifi-

cant elements were take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through the Logistic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 included the complications of hypertension/diabetes mellitus and incidence of 

hypotension/hyoxemia（P<0.05）. 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the pathogen are 

diversifie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 include the complications of hypertension/diabetes 

mellitus and morbidity of hypotension/hyoxemia.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dysphrenia and promote the patient’s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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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精神障碍是指术前无精神异常的患者术

后出现大脑功能活动紊乱，主要包括术后谵妄和认

知功能障碍［1］。由于老年患者生理功能的退化，应

激能力差，心理体验的复杂多变，术后发生精神障

碍的机率增加，成为老年人术后常见和重要的并发

症［2］。表现为认识、情感、行为和意志等不同程度

的活动障碍，短则存在数天或数月，长则数年甚至

永久性存在［3］。本研究对我院近 5 年来的 ICU 发生

术后精神障碍的老年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了解老年患者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病情况，并对相

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自 2011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期间我院麻醉科

ICU 中收治的术后老年患者 187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

WHO 对老年年龄标准定义，选取大于 60 岁的患者。

其中男性 112 例，女性 75 例，年龄 60~84 岁，平均

（73.3±6.5）岁；手术类型：骨科手术 119 例，泌尿科

手术 37 例，普外手术 17 例，普胸手术 14 例。精神障

碍的诊断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和神经内科会诊意见。

1.2　麻醉方法

患者采用椎管内麻醉（连续硬膜外和蛛网膜下

隙）或全身麻醉。术前用药包括苯巴比妥钠、东莨

菪碱、采用利多卡因、罗哌卡因进行硬膜外阻滞；全

麻诱导采用咪达唑仑、异丙酚、芬太尼，麻醉维持

采用维库溴铵、异氟醚。所有患者术后均应用芬太

尼、地佐辛进行静脉镇痛。

1.3　方法

于术后 1 个月时进行评价分析。以患者年龄、

性别、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是否发

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术后是否使用镇痛泵等作为

分组因素，比较不同组间患者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

发生率，将有意义的因素再次引入 Logistic 回归方

程，筛选出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1.4　精神障碍诊断标准

采 用《 中 国 精 神 障 碍 分 类 与 诊 断 标 准 》

（CCMD-3）对患者精神进行诊断：1. 意识障碍：对周

围事物或刺激注意力减退。2. ①睡眠 - 清醒节律失

调；②神经运动活动减少；③语言不连贯；④知觉障

碍。上述符合两条及以上。3. 定向力丧失或失调。4. 

记忆力减退。5. 临床症状持续数小时。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率及百分率（n，%）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卡方 χ2 检验；多因素影

响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а=0.05。

2　结果

2.1　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

至术后 1 个月时，共有 33 例患者出现精神障碍，

发生率为 17.6％。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术后前 4d。躁狂

型患者共 27 例，占全部术后精神障碍病人的 81.8％。

表现为烦躁、谵妄、幻觉、胡言乱语、被迫害感、自

行拔管、治疗不配合等；智能减退 5 例（15.2％），表现

为定向或计算能力下降等；意识障碍 8 例（24.2％），表

现为嗜睡或意识模糊；神经症样综合征 4 例（12.1％），

表现为以失眠、抑郁等。33 例出现精神障碍的患者中

合并两类以上精神障碍的共 21 例，占 63.4％。

2.2　术后出现精神障碍相关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是否合并高血压或

糖尿病、围手术期是否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与术

后精神障碍的发生显著相关（P<0.05），年龄、性别

及术后是否使用镇痛泵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无显

著相关性（P<0.05）。见表 1。

2.3　术后出现精神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将术后有无精神障碍作为因变量，上述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分组因素作为自变量，经 Logistic 逐步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

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是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2。

3　讨论

据文献报道，老年病人术后精神障碍发生率约

为 10％~31％［4］。其中腹部手术为 7％~17％，骨科

手术为 13％~41％［5-7］。本组研究中，187 例老年患

者中共发生术后精神障碍 33 例，发生率为 17.6％，

其中骨科 20 例，泌尿科 9 例，普外科和普胸各 2 例。

多数患者在术后 6 个月内可逐渐恢复，但仍有部分患

者无法完全恢复，导致长期或永久性认知功能障碍。

研究证实，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是在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下形成［8］。其中高龄、高血压、糖尿病、

感官缺陷、心理和环境因素等可视为易发因素，创

伤、手术、术中出血和输血、脑血流降低、术后低

压或低氧血症、血糖波动等为促发因素［9-12］。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

围手术期是否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与术后精神障

碍的发生显著相关（P<0.05），年龄、性别及术后

是否使用镇痛泵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无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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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0.05）。而在将术后有无精神障碍作为因变

量，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分组因素作为自变量，

经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全部

进入回归方程，即患者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

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均可视为术后发生精神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有文献报老年患者

行心脏手术发生术后精神障碍的机率是年轻患者的

5 倍［13］。本研究中病人年龄均大于 60 岁，因此年龄

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作用较小。高血压、糖尿病均为

老年患者常见合并症，疾病周期长，长期用药给患

者的机体功能和心理状态均带来严重影响，而负性

心态和情绪的存在又成为引发术后精神障碍的重要

因素。术中或术后发生低血压或缺氧时，易对中枢

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导致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14］。

此外，手术室的环境也是造成患者精神紧张一个重

要原因，嘈杂的周围环境，医护人员紧张忙碌的状

态、各种机器操作时的声响所构成的紧张氛围会给

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研究发现，ICU 术后精

神障碍的发病率是普通病房的 2~6 倍［15］，原因除去

与 ICU 患者病情较重有关外，周围环境所造成的患

者精神紧张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纳入影响因素较少，今后应对环

境、患者家庭等因素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进行手术治疗的老年患者而言，

术后出现精神障碍系多个因素协同作用所致，其中

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围手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

血症均是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

我国老龄化的到来以及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

手术治疗的患者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逐渐增高。因此

应给予老年患者更多的关注，有针对性的加强预防，

以期降低术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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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老年患者术后出现精神障碍相关单因素分析

因素 组别 精神障碍组（n=33） 无精神障碍组（n=154） t/χ2 P

年龄（岁） 72.32±6.73 74.91±6.10 1.092 0.251

性别 男 20 92
0.008 0.927

女 13 62

合并高血压 是 26 15
7.791 0.005

否 7 18

合并糖尿病 是 22 8
4.243 0.039

否 11 13

围手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 是 21 69
3.860 0.049

否 12 85

是否使用镇痛泵 是 19 87
0.013 0.909

否 14 67

表2　术后出现精神障碍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B Wald P OR 95％CI

合并高血压 1.934 3.431 0.012 1.572 1.235~5.531

合并糖尿病 1.822 4.128 0.013 1.664 1.159~6.165

围手术期发生低血压或低氧血症 1.774 4.537 0.009 1.793 1.273~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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