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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患者睡眠障碍相关因素调查

郭艳青 、 王前进 、 李　华 、 谢　航 、 施光远 、 孙治霞 、 臧宾宾 、 李　琰 、 李宗尚

【摘要】目的　调查影响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我院 320 例 ICU 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调查进行睡

眠质量调查，并划分为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调查两组患者疼痛程度、焦虑（SAS）评分、疾

病种类等临床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查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

结果　320 例 ICU 患者中 122 例存在睡眠障碍；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在疼痛程度、SAS 评分、

合并急性应激障碍（ASD）、夜间治疗、机械通气、年龄存在差异（P< 0.05），两组性别、疾病种类无

明显差异（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严重疼痛、SAS 评分＞ 50 分、合并 ASD、夜间治疗是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结论　ICU 患者睡眠质量较差，易出现睡眠障碍，睡眠受到疼痛程

度、焦虑情绪、合并 ASD、夜间治疗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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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factors to sleep disorders on patients in ICU 
　　GUO Yanqing，WANG Qianjin，LI Hua，et al. He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s in intensive care unit（ICU）pa-

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20 ICU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he sleep disordered and the non-sleep disordered groups. Sleep quality were surveyed 

using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in and SAS scores and types of dis-

eas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s in ICU patients. Results　Among the 320 ICU patients，

122 had sleep disturbances；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gree of pain，SAS score，combined with acute stress 

disorder（ASD），night treatment，mechanical ventilation，and age between two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disease typ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vere pain，SAS score> 50，combined with ASD，and night treatment were related factors to sleep disorders in 

ICU patients. Conclusion　ICU patients have poor sleep quality and are prone to sleep disturbances，which are af-

fected by pain，anxiety，combined ASD，and night treatment.

【Key words】ICU；Sleep Quality；Sleep Disorders；Related Factors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是为危急重症者提供

护理、综合治疗的特殊医疗场所，由于 ICU 患者病

情严重，疼痛、呼吸困难、仪器报警声等均可能影

响其睡眠。睡眠障碍可造成患者认知、情绪、记忆

甚至免疫功能的改变，导致患者伤口愈合延迟、感

染风险增加、诱发谵妄、延长 ICU 住院时间［1］。因

此要重视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防治。Sekizuka 等［2］认

为，ICU 患者睡眠障碍影响因素较为复杂，除难以

避免的噪音问题，其余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因

此，本研究纳入 320 例 ICU 患者为研究对象，调查

睡眠障碍相关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我院 320 例

ICU 患者，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调查进行

睡眠质量调查，并划分为睡眠障碍组与非睡眠障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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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ICU 收治的成年危重症患者；ICU 治疗时间

＞ 48h；入院前无睡眠障碍；阅读、理解能力基本正常。

排除标准：完全昏迷者；因疾病、神经功能障碍等无法

配合调查者，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者；濒死患者。

1.2　方法

待患者意识恢复、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具备基本

交流能力后进行调查，调查前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

采用统一语气讲解本次研究的流程及意义。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SQI）［3］：包括睡眠时间、睡眠质量、入

睡障碍、睡眠效率、药物应用、入睡时间、日间功能

等 7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 0 ~3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

眠障碍越严重，总分 21 分，低于 7 分说明睡眠正常，

超过 7 分表明有睡眠障碍。调查国外关于 ICU 患者睡

眠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报道，总结潜在影响因素，包

括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法［4］，1~3 分

为轻度疼痛，4~7分为中度疼痛，8 ~10分为重度疼痛；

SAS 评分［5］：共 20个条目，每个条目由轻到重评分 1~4
分，、合并急性应激障碍（ASD）［6］、夜间治疗、机械通

气、年龄、性别、疾病种类等。组间先进行单因素分

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在进行多因素分析。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0 统计学软件，计量数据以“x±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ICU 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及单因素分析

320 例 ICU 患者中 122 例存在睡眠障碍，发生率

38.13％；睡眠障碍与非睡眠障碍组疼痛程度、SAS

评分、合并 ASD、夜间治疗、机械通气、年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性别、疾病种类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ICU 患者睡眠障碍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现睡眠障碍为因变量，疼痛程度（轻

度 =0，中度 =1，重度 =2）、SAS 评分（≤ 50 分 =0，

＞ 50 分 =1）、合并 ASD（否 =0，是 =1）、夜间治疗

（否 =0，是 =1）、机械通气（否 =0，是 =1）、年龄

（＜ 60=0，≥ 60=1）为自变量，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严重疼痛、SAS 评分＞ 50 分、合并 ASD、夜间

治疗是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见表 2。

3　讨论

ICU 内的患者由于多种干扰因素破坏了其睡眠

结构，导致平均睡眠时间减少，而且不连续［7］。睡

眠不足可能导致免疫功能下降，增加感染几率。还

会导致患者植物神经紊乱，影响其心血管、内分泌

等多个系统，不利于患者的预后。既往主要通过镇

静、镇痛等经验性治疗帮助患者提升睡眠质量，但

过度镇静、镇痛也会出现相应的药物不良反应。新

的研究认为，社会心理学因素也是影响重症患者睡

眠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8］。因此，掌握 ICU 患者睡

眠情况，探讨影响睡眠障碍发生的相关因素对 ICU

医护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具有指导意义。

本研究发现：320 例 ICU 患者中 122 例存在睡眠

障碍，发生率 38.13％，说明 ICU 患者睡眠质量差，

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严

重疼痛、SAS 评分＞ 50 分、合并 ASD、夜间治疗是

ICU 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患者睡眠质量与焦虑

情绪等精神心理因素有明显关系。ICU 患者中大多存

在不同程度的疼痛症状，疼痛刺激释放白细胞介素 -1
（IL-1）、缓激肽等多种炎症介质，导致褪黑素水平降

低，继而影响患者睡眠［9］。医护人员夜间治疗对患者

下转第 579 页

表1　ICU患者睡眠障碍单因素分析

项目
睡眠障碍
组（n=122）

非睡眠障
碍组（198） χ2 P

疼痛程度轻度 37 94 5.450 0.020

中度 50 84

重度 35 20

SAS评分 ＞50分 69 68 15.214 ＜0.001

≤50分 53 130

合并ASD 29 26 4.359 0.037

夜间治疗 79 64 32.121 ＜0.001

机械通气 86 94 16.251 ＜0.001

年龄 ＜60 62 130 13.470 ＜0.001

≥60 60 68

性别 男 72 104 1.285 0.257

女 50 94

疾病种类心血管疾病 25 37

呼吸系统疾病 24 45 1.433 0.201

脑血管疾病 35 59

大型手术 22 34

其他 16 23

表2　ICU患者睡眠障碍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SAS评分＞50 1.083 0.376 8.296 0.014 2.954（1.323～9.344）

合并ASD 1.059 0.380 7.769 0.017 2.844（1.211～8.932）

夜间治疗 1.106 0.298 13.781 0.004 3.023（1.821～12.125）

严重疼痛 1.064 0.402 7.005 0.027 2.879（1.224～6.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