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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前进 1 、 郭艳青 1 、 朱梓宾 2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180 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期间谵妄

发生情况，分为谵妄组与非谵妄组，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的

危险因素。结果　180 例患者住院期间发生谵妄 42 例，发生率 23.3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术后机械通气、HAMA ≥ 14 分、使用咪达唑仑、PaO2 ＜ 83mmHg 是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谵妄的

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谵妄发生率较高，术后采用机械通气、焦虑情绪、使用咪达唑

仑、PaO2 低等均会增加谵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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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WANG Qianjin，GUO Yanqing，ZHU Zibin. Henan Province Hospital of Tcm，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ostoperative delirium occurre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and 

th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1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4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delirium during hospitalization，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elirium group and non-delirium group.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Results　Delirium occurred in 42 patients of 180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with an incidence of 23.33％. Mul-

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postoperat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HAMA ≥ 14 points，use of 

midazolam，and PaO2 <83mmHg were risk factors for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s higher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and the us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xiety，midazolam and PaO2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deli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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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骨质疏松疾病、老龄化加剧、交通事故增多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老年髋部骨折发病率逐年上升，

其高致残率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目前随

着动力髋螺钉（DHS）、防旋股骨髓内钉（PFNA）等

内固定术式以及全、半髋关节置换术的进步，老年

髋部骨折术后功能恢复得到逐步提升，但术后各类

并发症的预防对骨折预后仍具有重要意义［1］。既往

针对老年髋部骨折术后并发症的预防主要集中在深

静脉血栓、切口感染等生理方面，关于术后精神类

并发症的防治相对较少［2］。其中谵妄被认为是老年

外科手术患者常见精神并发症之一，有研究显示，

骨科手术术后谵妄者较非谵妄患者住院时间、费用

均显著增加，部分患者意识障碍持续到出院后，无

法正常回归社会，严重者甚至继发痴呆［3］。既往关

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主要

集中在手术、骨折类型方面，缺少精神、心理学研

究［4］。本研究旨在从综合疾病、住院、心理、手术

等方面全面评估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的

危险因素，意在提高谵妄的防治水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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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手术治疗的 180 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纳入标

准［5］：经影像诊断确诊为髋部骨折；均进行内固定或

关节置换治疗；住院时间＞ 7d；无上肢、脊柱等其他

部位骨折。排除标准：术后长期昏迷者；合并颅脑创

伤、脑卒中等影响神经功能疾病；住院前合并精神

疾病；濒危患者；年龄＜ 60 岁。该研究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同意。根据患者住院期间谵妄发生情况，

分为谵妄组与非谵妄组。

1.2　方法

谵妄评估：参照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意识错乱评

估法（CAM）［6］进行谵妄诊断。①急性病情波动；②

注意力无法集中；③思维涣散、无序；④意识水平急

性变化。同时存在特征①、②，合并③或④中一条，

即判定为发生谵妄。回顾既往报道［7］外科手术后谵

妄的潜在危险因素，明确本研究调查内容，包括术

后机械通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8］、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9］、动脉血氧分压（PaO2）、使

用咪达唑仑、受伤至手术时间、年龄、手术时间等，

分析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80 例患者住院期间发生谵妄 42 例，发生率

23.33％；谵妄组与非谵妄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

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谵妄组与非

谵妄组在术后机械通气、HAMD 评分、HAMA 评分、

PaO2、使用咪达唑仑、受伤至手术时间、手术时间

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 . 2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发生谵妄为因变量，表 1 中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资料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术后机械通气、HAMA ≥ 14 分、使

用咪达唑仑、PaO2 ＜ 83mmHg 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见表 2。

3　讨论

老年人是髋部骨折的主要群体，这与骨质逐渐

流失、肌肉力良减弱、平衡能力下降具有一定关系，

目前大多数股骨转子骨折、髋关节脱位需要接受手

术治疗。但老年人器官代偿能力差，加之存在不同

程度的心肺功能下降，术后并发症频发，但主要集

中在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等方面，对于精神类

并发症，尤其是谵妄，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0］。术

后谵妄指大手术后发生的急性精神错乱，意识波动，

多出现在术后 1 周内，随后可自行消退，但意识障

碍对术后治疗、病情监测、康复锻炼等均带来一定

困扰，甚至影响远期预后。本研究结果显示，180 例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谵妄 42 例，发生率 23.33％，相

比于既往报道处于较低水平［11］，一方面可能与本研

究纳入病例较少有关，也可能因为纳入病例时排除

了合并影响神经功能的疾病以及精神疾病者［12］。虽

然目前认为引发谵妄的原因较多，包括身心过度刺

激、脑组织急性退行性病变等多种机制，但早期筛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谵妄组（42）非谵妄
组（138） χ2 P

术后机械通气 26 45 17.570 0.001

HAMD评分 ≥17分 15 20 9.258 0.002

＜17分 27 118

HAMA评分 ≥14分 24 43 9.303 0.002

＜14分 18 95

PaO2（mmHg） ＜83 18 28 8.620 0.003

≥83 24 110

使用咪达唑仑 24 36 13.975 ＜0.001

受伤至手术时间（h） ≤48h 12 78 10.062 0.002

＞48h 30 60

年龄（岁） ＜60 12 41 11.142 0.051

≥60 41 86

手术时间（min） ≤60 15 70 3.973 0.042

＞60 27 68

性别 男 25 84 0.024 0.876

女 17 54

手术出血量（ml） ≥150 24 78 0.005 0.943

＜150 18 60

表2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术后机械通气 0.887 0.278 9.988 0.022 2.428（1.711~10.486）

HAMA≥14分 0.936 0.304 9.724 0.019 2.554（1.274~11.026）

使用咪达唑仑 0.687 0.280 5.658 0.034 1.987（1.202~6.908）

PaO2＜83mmHg 1.102 0.332 12.898 0.010 3.012（1.855~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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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高危因素仍是谵妄防治的重要原则。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机械通气是术后谵妄的独

立危险因素。术后部分患者需要机械通气进行辅助

呼吸，该类患者因气管插管等导致不适，同时四肢

受到约束，语言沟通障碍、呼吸机、监护仪噪声、

报警音等也会增加心理、精神压力，进而诱发应激

反应引发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去甲肾上腺素、肾

上腺素水平升高，身体耗氧量增加，心率加快，急

性高级神经中枢失调，进而诱发谵妄［13］。

本研究同样发现，HAMA ≥ 14 分、使用咪达唑

仑、PaO2 ＜ 83mmHg 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谵妄

的危险因素。髋部骨折术后患者焦虑症状主要与疼

痛、病情不确定感、生理功能障碍等有关，HAMA

≥ 14 分提示有明显的焦虑症状，焦虑可引起交感

神经异常兴奋，严重者甚至发生急性高级神经中枢

失调，进而诱发急性意识障碍、精神涣散等谵妄症

状［14］。PaO2 ＜ 83mmHg 提示患者已出现低氧血症，

供氧、耗氧失衡导致组织水肿、脑组织缺氧，可能

引发精神障碍；缺氧时脑组织更易发生缺血、缺氧

损伤而引起谵妄；缺氧导致乙酰胆碱水平降低，通过

干扰脑组织电活动影响记忆、睡眠周期，增加了谵

妄风险［15］。使用咪达唑仑是髋部骨折手术后常用的

镇静、麻醉药物，属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对人体的

循环抑制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用于老年患者可能

导致其对环境刺激反应性降低，更易出现意识障碍，

进而诱发谵妄。陈景艳［16］报道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

仑用于老年骨科手术术后镇静，前者血清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NSE）、S100B 蛋白水平更低，谵妄

控制效果更佳，本研究与其观点一致。

综上所述，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谵妄发生率较

高，术后采用机械通气、焦虑情绪、使用咪达唑仑、

PaO2 低等均会增加谵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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