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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患者出现谵妄的危险因素分析

徐　欣 、 张振平 、 李林泽

【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患者出现谵妄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 2013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 EICU 收治的 144 例急诊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EICU 治疗期间是否发

生谵妄分为谵妄组与非谵妄组，其中谵妄组 56 例，非谵妄组 88 例。收集其年龄、疾病类型、病史

等相关病历资料，通过单因素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 EICU 患者出现谵妄的危险因素。结果　144

例 EICU 患者发生谵妄 56 例，发生率 38.89 ％；谵妄组与非谵妄组年龄、机械通气、使用咪达唑

仑、疾病类型、入院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II）、低氧血症、合并高血压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两组性别、合并糖尿病、肾代替治疗、手术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PACHE-II 评分＞ 21 分（OR=3.001）、机械通气（OR=2.889）、使用咪达唑仑

（OR=2.311）、脑血管疾病（OR=2.771）、严重创伤（OR=3.165）是 EICU 患者并发谵妄的独立危险因

素。结论　EICU 患者谵妄发生率较高，受入院病情、机械通气、使用咪达唑仑、疾病类型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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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s of delirium on Patients in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EICU） 
　　XU Xin，ZHANG Zhenping，LI Linze. Emergency Department，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delirium on patients in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

（EICU）. Methods　A total of 144 cases of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3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delirium group and non- delirium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occur delirium during EICU treatment period.56 cases of delirium group and 88 cases of non- delirium group. The rel-

evant medical records such as age，disease type，and medical history were collected. Univariate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lirium in patients with EICU. Results　Fifty-six cases of 

144 EICU patients occurred delirium，the incidence rate was 38.8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me-

chanical ventilation，use midazolam，disease type，admission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score（APACHE-

II）score，hypoxemia，and combined hypertension between the delirium group and the non- delirium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der，combined diabetes，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and surgical treatment（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PACHE-II score was >21（OR=3.001），

mechanical ventilation（OR=2.889），use midazolam（OR=2.311），cerebrovascular disease（OR=2.771），severe 

trauma（OR）=3.165）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ICU patients with delirium.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elirium in patients with EICU is high，and it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severity of hospital admission condi-

tion，mechanical ventilation，use of midazolam，and disea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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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是临床上常见的精神、行为异常综合征，起

病较急且病情明显波动，常见于全麻手术后以及危重

者患者。研究显示，年龄、入住 ICU 时间、手术治疗

等均是 ICU 患者出现谵妄的危险因素之一［1］。随着我

国急救体系的逐步完善，集急诊、急救、重症监护等

重要功能为一体的 EICU 在急救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国内还少有关于 EICU 患者并发谵妄危

险因素的相关报道［2］。国外报道称，EICU 患者谵妄

发生率极高，达到 30％~80％，其对原发病的治疗

及预后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研究 EICU 患者谵妄的危

险因素对改善 EICU 患者救治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3］。本研究纳入 2013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

EICU 收治的 144 例患者的病历资料，并研究其危险

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3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 EICU 收

治的 144 例急诊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EICU 治

疗期间是否发生谵妄分为谵妄组与非谵妄组。纳入

标准：年龄 18 岁以上，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入院

前无精神疾病史；进入 EICU 时间＞ 24h；治疗期间非

完全昏迷状态，保留一定意识；相关病历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EICU 治疗期间死亡或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入院前有老年痴呆、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史。

1.2　方法

采用 ICU 患者意识模糊评估量表（CAM-ICU）

进行谵妄评估［4］：① 急性的意识状态变化或波动：② 

注意力涣散、无法集中；③意识水平改变；④思维混

乱。①、② 同时存在且合并 ③、④ 其中一项时可认

为存在谵妄。根据 EICU 治疗期间是否发生谵妄分为

谵妄组与非谵妄组，其中谵妄组 56 例，非谵妄组 88
例。参考文献［5］并结合我院 EICU 病例资料录入情况

确定调查项目：年龄：≤ 60 岁，＞ 60 岁；机械通气；

使用咪达唑仑；疾病类型：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创伤，其他；入院 APACHE-

II 评分：≤ 21 分，＞ 21 分；低氧血症；合并高血压；

性别；合并糖尿病；肾代替治疗；手术治疗。组间先

行单因素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再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 .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率

“％”的形式表示，单因素分析行 χ2 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EICU 患者谵妄发生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144 例 E I C U 患 者 发 生 谵 妄 56 例 ， 发 生 率

38.89％；谵妄组与非谵妄组年龄、机械通气、使用

咪达唑仑、疾病类型、入院 APACHE-II 评分、低氧

血症、合并高血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性别、合并糖尿病、肾代替治疗、手术治疗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EICU 患者发生谵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谵妄为因变量（Y），无 =0，有 =1，

纳入表 1 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

赋值见表 2；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PACHE-II 评分

＞ 21 分（OR=3.001）、机械通气（OR=2.889）、使用

咪达唑仑（OR=2.311）、脑血管疾病（OR=2.771）、严

重创伤（OR=3.165）是 EICU 患者并发谵妄的独立危

险因素，见表 3。

3　讨论

谵妄引起的行为紊乱、意识障碍等会直接增加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及治疗负担，延长救治时间，增

加死亡率。谵妄是一种意识障碍 ［6］。EICU 患者多为

急性重症患者，在救治期间容易发生谵妄，因此明

确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对 EICU 患者谵妄的防治以及

改善原发疾病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既往研究显示，EICU 相较于 ICU 谵妄发生率

更高，达到 30％~80％，我们收集 144 例 EICU 急

诊重症患者的病历资料，结果显示谵妄发生率为

38.89％，较既往报道处于较低水平，可能与纳入人

数相对较少有关。经多因素分析显示，APACHE-II

评分＞ 21 分、机械通气、使用咪达唑仑、脑血管疾

病、严重创伤是 EICU 患者并发谵妄的独立危险因

素，表明谵妄的危险因素众多，且包含疾病种类、

治疗方式、病情严重程度等诸多方面。APACHE-II

评分是进行病情程度评估以及预后预测的重要评分

系统，其分值越高提示病情越严重，既往有报道显

示 APACHE-II 评分＞ 23 分是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与之大致相符［7］。可

能是由于病情越严重者常合并自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或多器官衰竭等，对入院后侵入操作、药物治疗等

应激反应性越强，从而可能造成严重的脑功能紊乱，

更易出现谵妄症状。急性脑出血、脑梗死是 EICU 常

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脑组织出现炎症“瀑布样”反

应、急性缺氧、缺血，促炎因子分泌增加造成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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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损伤、神经元凋亡等，神经系统炎症可能引起

小胶质细胞活化过度，从而出现神经毒性，进一步

造成神经损害而出现谵妄［8］。严重创伤后可出现急

性应激反应，应激状态下外周血去甲肾上腺素等激

素水平上升，出现脑氧耗增多、血流加速，脑细胞

信息交换能力以及代谢功能受损，容易出现意识障

碍而诱发谵妄［9］。

机械通气、使用咪达唑仑是入院后引起谵妄风

险上升的治疗相关因素。咪达唑仑是常用镇静、麻

醉药物，属于典型苯二氮卓类药物，患者给予咪达

唑仑后会影响人体痛觉信号传导，对内外环境刺激

的反应性受到影响，进而发生谵妄。机械通气是基

础疾病造成的呼吸功能衰竭的辅助治疗方法。长期

使用呼吸机者，因气管插管等导致不适，同时肢体

受到约束、无法语言沟通、呼吸机、监护仪工作噪

声及报警音使患者心理及精神压力增加，进而发生

应激反应，造成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去甲肾上腺

素、肾上腺素水平上升，耗氧量增加，心率加快，

高级神经中枢急性失调，进而诱发谵妄［10］。既往报

道年龄也是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的重要危险因素之

一［11］，本研究发现年龄非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与

纳入病例数量较少有关，同时本研究病例高龄患者

表1　EICU患者发生谵妄单因素分析［例·（％）］

项目 谵妄组（56） 非谵妄组（88） χ2 P

年龄（岁） ≤60 24（42.86） 53（60.23） 3.997 0.047

＞60 32（57.14） 35（39.77）

机械通气 22（39.29） 18（20.45） 5.767 0.016

使用咪达唑仑 19（33.93） 10（11.36） 10.329 0.001

疾病类型 脑血管疾病 18（32.14） 18（20.45）

心血管疾病 19（33.93） 35（39.77）

呼吸系统疾病 6（10.71） 20（22.73） 6.153 0.012

严重创伤 10（17.85） 5（5.68）

其他 3（5.36） 10（11.36）

入院 APACHE-II评分（分） ≤21 32（57.14） 30（34.09） 7.071 0.008

＞21 24（42.86） 58（65.91）

低氧血症 30（53.57） 23（26.14） 9.025 0.003

合并高血压 18（32.14） 16（18.18） 5.322 0.020

性别 男 32（57.14） 50（56.82） 0.001 0.970

女 24（42.86） 38（43.18）

合并糖尿病 12（21.43） 16（18.18） 0.220 0.639

肾代替治疗 15（17.86） 12（13.63） 2.045 0.153

手术治疗 16（39.29） 30（34.09） 1.332 0.261

表2　自变量赋值

自变量 赋值

年龄（X1） ≤60岁=0，＞60岁=1

机械通气（X2） 否=0，是=1

使用咪达唑仑（X3） 否=0，是=1

疾病类型（X4） 脑血管疾病=0，心血管疾病=1，呼吸
系统疾病=2，严重创伤=3，其他=4

入院APACHE-II评分（X5） ≤21分=0，＞21分=1

低氧血症（X6） 否=0，是=1

合并高血压（X7） 否=0，是=1

表3　EICU患者发生谵妄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APACHE-II评分＞21分 0.911 0.334 8.325 0.009 3.001（1.115~9.668）

机械通气 1.287 0.402 10.776 0.015 2.889（1.033~8.122）

使用咪达唑仑 0.834 0.323 7.088 0.024 2.311（1.176~8.922）

脑血管疾病 0.898 0.303 8.332 0.020 2.771（1.233~8.898）

严重创伤 0.692 0.216 10.221 0.001 3.165（1.321~11.41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88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较少，也可能是与既往报道不一致的原因。

综上所述，EICU 患者谵妄发生率较高，受入院

病情危重程度、机械通气、使用咪达唑仑、疾病类

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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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75％［8］，当前研究显示其对患

者治疗依从性、神经功能恢复均有一定影响，同时

也会增加再次卒中风险，但其发生具体机制仍不明

确，但血糖、血压异常已经被证实是认知障碍发生

的危险因素［9］，通过自我报告和互动平台，医护人员

可及时了解患者状态并对发生认知障碍危险因素进

行及时且个体化的监控，有效避免认知功能的恶化。 

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 1 年内卒中复发风险显著

低于对照组，表明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

台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提高其治疗预期，这可能

与网络化平台及时、准确个体化的监控患者卒中危

险因素有关，刘冬梅［10］使用网络平台对糖尿病患者

进行管理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微信为基础的自我报告和互动平

台可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并改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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