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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调查

李鹏强 、 单春格

【摘要】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回顾性分析其病历资料，将并发认知功能障碍设为观察

组，未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者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相关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颅

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结果　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25 例，发生率

14.20％；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开放性创伤、受伤部位、入院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评

分、合并高血压、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分有明显差异（P< 0.05）；两组性别、受伤至治疗

时间、合并糖尿病无明显差异（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60 岁（OR=2.423）、

开放性创伤（OR=3.156）、额叶受伤（OR=4.012）、颞叶受伤（OR=2.319）是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

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受到年龄、开放性创伤、受伤部位等因素的

影响，应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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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LI Pengqiang，SHAN Chunge. Anyang District Hospital in Puyang City，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

jury. Methods　A total of 176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6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and their medical record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oncurrent cognitive dysfunction 

we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those without cognitive dysfunction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risk fac-

tors for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ere analyzed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

sion. Results　Twenty-five case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occurred in 176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rauma，the 

incidence was 14.20％.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differences in age，open trauma，injury site，

admission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score，combined hypertension，and admission 

Glasgow Coma Scale（GCS）score（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time from injury to treat-

ment，and combined diabetes in the two groups（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60 years（OR=2.423），open trauma（OR=3.156），frontal lobe injury（OR=4.012），Temporal lobe injury（OR=2.319）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rauma are prone to cognitive dysfunction，which is affected by age，open trauma，injury site and 

other factors. After admission，the above-mentioned risk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nd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cognitive dysfunc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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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外伤发生率逐年增长［1］。认知功能障碍在颅

脑损伤后较为常见，表现为语言、记忆、视觉空间、

执行能力、计算、理解以及判断等受损。并发认知功

能障碍不仅影响颅脑外伤患者的生存质量，还给治疗、

康复带来不利影响，加重医疗及经济负担［2］。目前普

遍认为与大脑皮层结构与功能受损有关［3］，既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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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2％～30％，明确颅

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对该并发症的防治具

有重要意义［4］。本研究纳入 2016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

我院收治的 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的病历资料，调查颅

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6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回顾性分析其病历资料，将并发

认知功能障碍设为观察组，未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者

设为对照组。纳入标准：轻至中度颅脑损伤，美国国

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 20 分，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GCS）＞ 8 分；年龄＞ 18 岁，初中及以上文化

水平；首次发生颅脑外伤；既往无老年痴呆症、抑郁

症等精神障碍史；肝肾、心脏功能等基本正常。排除

标准：有卒中史、颅内肿瘤等颅脑器质性疾病；住院

期间死亡者；病历资料缺失；既往有认知功能障碍史。

1.2　方法

认知功能障碍诊断：经救治患者生命体征、情绪

稳定后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量

表［5］评定认知功能，包括记忆力、计算力等 19 项问

题，正确记 1 分，错误记 0 分，总分 30 分，初中学

历及以上者低于 25 分判定为认知功能障碍。查阅既

往文献［6］，结合我院颅脑外伤病历资料情况明确调

查内容，包括：年龄：≤ 60 岁，＞ 60 岁；开放性创伤；

受伤部位：颞叶、额叶、额颞叶、枕叶、顶叶；美国

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7］：包括反应、意识、

语言、局部刺激、肌力等维度，总分 40 分，分值越

高神经功能损害越严重，＜ 20 分，≥ 20 分；合并高

血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8］：包括睁眼反应、

语言反应等，总分 15 分，分值越低意识障碍越严重，

＜ 8 分，≥ 8 分；性别；受伤至治疗时间：＜ 3h，≥

3h；合并糖尿病。组间临床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分

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再进行多因素分析。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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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及单

因素分析

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25 例，

发生率 14.20％；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开放性创

伤、受伤部位、入院 NIHSS 评分、合并高血压、入

院 GCS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性

别、受伤至治疗时间、合并糖尿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1　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单因素分析

临床特征 观察组（25）对照组（151） χ2 P

年龄（岁） ≤60 8 99 11.855 0.001

＞60 17 52

开放性创伤 11 32 6.043 0.014

受伤部位 颞叶 9 23 8.332 0.005

额叶 4 45

额颞叶 5 38

枕叶 4 30

顶叶 2 15

入院NIHSS评分（分） ＜20 16 90 4.855 0.027

≥20 9 61

合并高血压 7 26 6.001 0.015

入院GCS评分（分） ＜8 6 15 4.039 0.044

≥8 19 136

性别 男 14 80 0.079 0.779

女 11 71

受伤至治疗时间 ＜3 19 114 0.003 0.957

≥3 6 37

合并糖尿病 4 12 1.795 0.180

2.3　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为因变量，年龄（≤

60 岁 =0，＞ 60 岁 =1）、开放性创伤（是 =0，否 =1）、

受伤部位（颞叶 =0，额叶 =1，额颞叶 =2，枕叶 =3，

顶叶 =4）、NIHSS 评分（＜ 20 分 =0，≥ 20 分 =1）、

合并高血压（是 =0，否 =1）、GCS 评分（＜ 8 分 =0，

≥ 8 分 =1）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 60 岁、开放性创伤、额叶受伤、

颞叶受伤是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

因素，见表 2。
表2　颅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2 P OR（％95CI）

年龄＞60岁 0.889 0.327 7.386 0.012 2.423（1.143～8.602）

开放性创伤 1.449 0.404 12.864 0.006 3.156（1.542～11.321）

额叶受伤 1.389 0.376 13.647 0.003 4.012（1.576～13.218）

颞叶受伤 0.841 0.298 7.967 0.001 2.319（1.211～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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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颅脑损伤是较为常见的神经外科疾病，具有较

高的致残率与致死率，认知功能障碍是颅脑损伤患

者常见的并发症［9］。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影响患者的

治疗配合程度，对患者预后造成不良影响。国内外

报道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在 10％~15％之间，本研

究发现：176 例颅脑外伤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25
例，发生率 14.20％，与既往报道一致［10］。了解认知

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对制定针对性干预对策具有重

要意义，但国内针对颅脑损伤患者的研究较少［11］。

本研究发现：年龄＞ 60 岁是颅脑外伤患者认知

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Andrews 等［12］报道高

龄是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并发认知功能障碍的高危因

素相一致，提示老年患者颅脑外伤后更应注重认知

功能损害的防治。一方面高龄患者颅脑损伤后神经修

复能力减弱，更易出现异常神经元放电；另一方面老

年人脑皮质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脑白质疏松，

可塑性下降，动脉硬化导致脑组织低灌注状态；上述

原因均可能导致高龄颅脑损伤患者并发认知功能障

碍 ［13］。朱建新等［14］报道称，小儿患者尚未构建完整

神经反射结构，容易因颅脑创伤刺激发生应激反应，

认知功能受损风险更高，但本研究纳入均为成年患

者，因此和该研究结果有所出入。独立影响因素中，

除年龄为自身因素外，其余均为创伤因素，包括开

放性创伤、额叶受伤、颞叶受伤等，也提示与大脑

皮层结构与功能受损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密切。

本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闭合性损伤，颅脑开放性

损伤更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其原因可能为开放性

损伤大多具有较重的病情，且易并发脑水肿、感染、

再出血等，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另一方面，

开放性损伤多为严重的高能量创伤，容易发生创伤

性应激障碍，导致大脑前动脉、中动脉血管收缩调

节能力降低，影响大脑前额叶供氧供血；这些因素均

是开放性损伤更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15］。大

脑损伤部位中，额叶对众多皮质和皮质下功能具有

控制作用，许琼冠等［16］认为，额叶损伤者的注意以

及执行功能认知分值明显降低，其可能机制为阻断

了与执行功能关联密切的前额叶 - 纹状体环路。颞

叶受伤后海马 - 内侧颞叶 - 皮层下功能的正常通路

被阻断，或造成内侧颞叶与海马萎缩，而海马、内

侧颞叶与近期记忆的产生有关，因此颞叶受伤后记

忆、理解能力可能大幅降低，进一步发展为认知功

能障碍［17］。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探究时间较短，未深入

跟踪随访研究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对颅脑外伤者近远

期预后以及精神状态的影响，待后期增加样本量，

延长随访时间，再做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颅脑外伤患者容易发生认知功能障

碍，会受到年龄、开放性创伤、受伤部位等因素的

影响，入院后应重视上述危险因素，尽早采取针对

性措施来降低认知功能障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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