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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谵妄现状调查和影响因素分析

刘洪喜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手术后谵妄发生情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本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自拟问卷来调

查患者术后谵妄发生情况和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有 30

例发生谵妄，发生率高达 30.00％。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脑出血量、手术操作时长、患者年龄、

术后低氧血症、术后格拉斯哥昏迷指数量表（GCS）评分可能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发生谵妄的独立

风险因素（P<0.05），而呼吸机辅助通气可能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发生谵妄的保护因素（P<0.05）。

谵妄患者三个月存活率 53.33％低于术后无谵妄患者存活率 85.71％（P<0.05）。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手术后谵妄发生率较高，存活率降低，考虑与多种影响因素相关，可为临床有效干预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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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lirium after operation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LIU Hongxi. Zhouk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Zhoukou 4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lirium after operation of hypertensive ce-

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an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occurrence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Results　Delirium occurred in 30 of the 100 pa-

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after surgical treatment，with an incidence of 30.00％. Logistic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cerebral hemorrhage，and length of operation，age，postoperative hypoxemia，GCS score 

may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lirium after operation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P<0.05），while breath-

ing machine auxiliary ventilation may b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delirium after operation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P<0.05）. The 3-month survival rate of delirium patients was 53.33％ lower than 85.71％ of delirium free patients

（χ2=7.556，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was higher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lower，which could provide guidance for effective clinical intervention.

【Key words】Hypertension；Cerebral hemorrhage；Delirium；Influencing factors

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是一种非创伤性颅内出血，

比较多见［1］。既往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手术治疗

研究颇多，术后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较少［2］。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手术治疗后，谵妄是一种比较多见的精

神症状，属于神经认知综合征。由于谵妄的发生，

使得患者的神经中枢系统处于失调状态，主要表现

为兴奋性增高，可导致患者精神活动紊乱、意识障

碍、感觉错乱、定向力丧失、胡言乱语、躁动不安等，

该病进展快、发病急，不仅延长了患者住院时间，

加重了患者身心负担，而且还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疾

病转归及身心健康［3］。因此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

患者谵妄的发生情况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为临床有

效干预提供指导，显得非常重要［4］。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作者工作单位］周口市中医院（周口，466000）。

［第一作者简介］刘洪喜（1978.10-），男，河南商水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重症医学。

［通讯作者］刘洪喜（Email：liuhongxi159@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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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中脑出血的诊断标准；入

院时间为患者发病 24h 之内；既往存在高血压病史；

符合手术指征；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已经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脑血管畸形以及外部暴力作用导

致的颅内出血者；小脑出血、脑干出血；视听障碍、

语言交流障碍或意识障碍，无法与之正常交流沟通

者；存在手术禁忌证者。其中包括 50 例男性和 50 例

女性，年龄 52～79 岁，平均（63.4±15.6）岁。本研

究已经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1.2　方法

通过自拟问卷，调查患者各项指标，主要有高

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的年龄、性别、脑出血部位、手

术操作时长、脑出血量、术后有无呼吸机辅助通气、

术后收缩压与舒张压以及术后有无低氧血症等指标。

术后采用格拉斯哥昏迷指数量表（GCS）评分评

估患者的意识状态，包括睁眼反应、语言反应和肢

体运动三个方面，总分 15 分，表示意识清楚；12-14
分为轻度意识障碍；9-11 分为中度意识障碍；8 分以

下为昏迷；分数越低则意识障碍越重。

以第五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5）［5］作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谵妄的诊断

依据，具体为（1）患者意识功能障碍且原因不明，

对环境不认识，且认知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减退；

（2）患者知觉功能障碍且原因不明；（3）意识功能

障碍时间短暂，只有数天或者是几个小时，且波动

明显；（4）通过身体检查、病史采集、临床实验室

检查，结果无任何异常。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谵妄

的影响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后存活率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以 P<  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分析

本研究中，共纳入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

者，经过术后密切观察，其中 30 例患者术后发生谵

妄，发生率 30.00％，见表 1。
表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分析

术后发生谵妄 术后未发生谵妄

病例数 30 70
百分比（％） 30.00％ 70.00％

2.2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脑出血量、手术操作时

长、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术后 GCS（格拉斯哥昏迷

指数）评分和术后低氧血症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脑出血部位、性别、患者年龄、术后

血压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单因素分析

项目 谵妄（30例） 无谵妄（70例） χ2 P

年龄 >60 10（33.33％） 32（45.71％） 0.521 >0.05

<60 20（66.67％） 38（54.29％）

性别 男 13（43.33％） 37（52.86％） 0.357 >0.05

女 17（56.67％） 33（47.14％）

脑出血部位 左侧 14（46.67％） 36（51.43％） 0.159 >0.05

右侧 16（53.33％） 34（48.57％）

术后舒张压 <130mmHg 7（23.33％） 17（24.29％） 65.497 >0.05

>130mmHg 23（76.67％） 53（75.71％）

术后收缩压 <180mmHg 8（26.67％） 20（28.57％） 55.482 >0.05

>180mmHg 22（73.33％） 50（71.43％）

手术操作时长 <3h 3（10.00％） 60（85.71％） 36.751 <0.05

>3h 27（90.00％） 10（14.29％）

呼吸机辅助通气 有 19（63.33％） 25（35.71％） 41.449 <0.05

无 11（36.67％） 45（64.29％）

术后GCS评分 3-5 5（16.67％） 62（88.57％） 50.286 <0.05

6-8 25（83.33％） 8（11.43％）

脑出血量 <30ml 13（43.33％） 56（80.00％） 33.800 <0.05

>30ml 17（56.67％） 14（20.00％）

术后低氧血症 有 5（16.67％） 61（87.14％） 29.129 <0.05

无 25（83.33％） 9（12.86％）

2.3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的 Logistic 回

归分析

以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谵妄发生情况为因变

量，以表 1 中的一般资料为自变量，经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结果显示，脑出血量、手术操作时长、

患者年龄、术后低氧血症、术后 GCS 评分可能为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发生谵妄的独立风险因素

（P<0.05），而呼吸机辅助通气可能为高血压脑出血

术后患者发生谵妄的保护因素（P<0.05），见表 3。

2.4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谵妄患者存活率分析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手术治疗后，有 30
例发生谵妄，占比 30 .00 ％，其中三个月存活有

16 例患者，占比 53 .33 ％，与术后无谵妄患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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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 85 .71 ％（60/70）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7.556，P<0.05）。

3　讨论

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患者越来越低龄化，且呈

逐年攀升态势［6］。该病进展快、多变、致死率高、

发病突然，是导致我国人口致残、致死的主因，严

重危害着患者心理精神健康［7］。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手术治疗后，具有较高的谵妄发生率［8］。术后谵妄

不仅不利于患者疾病转归，而且还会加重患者身心

负担和经济负担，使其过于担忧、焦虑，延长其住

院时间［9］。故而尽早发现术后谵妄并予以尽早治疗

干预临床意义重大。

本研究结果发现，术后有 30 例患者发生谵妄，

占比 30.00％。提示高血压脑出血手术后具有较高的

谵妄发生率，临床医护人员应当高度重视，根据患

者心理精神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10］。

分析术后谵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脑

出血量、手术操作时长、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术

后 GCS（格拉斯哥昏迷指数）评分和术后低氧血症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脑出血部

位、性别、患者年龄、术后血压在两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脑出血量、手术操作时长、患者年龄、术后低氧血

症、术后 GCS 评分可能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发

生谵妄的独立风险因素（P<0.05），而呼吸机辅助通

气可能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发生谵妄的保护因

素（P<0.05）。随着患者年龄的不断增长，术后谵妄

发生率就越高，这是因为高龄患者的机体代谢功能

减低、脑血流缓慢，脑功能处于逐步减弱趋势，加

之患者不了解相关治疗方案，心理畏惧、精神紧张

等问题明显，进而使得老年患者对手术耐受力下降，

不利于损伤修复［11］。脑出血量越多，术后谵妄几率

就越高，因为颅内大量出血，血肿形成的面积进一

步扩大，进而压迫脑组织，增大损伤风险，紊乱脑

组织代谢，同时患者过于担忧自己病情，心理精神

问题突出，影响脑功能恢复，二者互相影响，形成

恶性循环［12］。手术操作时间越长，暴露范围越广，

手术失血量就会越多，进而加重脑出血、脑水肿风

险，加重患者心理、生理、精神痛苦，使其过于焦

虑抑郁，增大术后谵妄发生率［13］。GCS 评估，可较

好的反映出患者颅内受损状况，其评分结果与术后

谵妄发生率呈正比，即 GCS 评分越好，说明患者术

后预后较好，故而发生谵妄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预后恢复越好，患者身心获得的良好体验就越多，

不良心理问题就不易产生，所以便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谵妄发生风险［14］。低氧血症的发生，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心理精神变化，增大术后谵妄

发生率，可能是患者高龄，畏惧生命终结，心理精

神负担过重，故而脑血流速度因此缓慢，极易导致

患者脑部血氧缺失，加重身心不适感受，减少脑内

神经元细胞数量，减低乙酰胆碱水平，导致神经核

进一步衰老，继而出现脑功能衰减而增大谵妄发生

率［15］。另外，谵妄患者三个月存活率 53.33％，明显

低于术后无谵妄患者存活率 85.71％（P<0.05），提

示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发生谵妄患者存活率降低。但

本研究样本量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所以还需要

更多样本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综上所述，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手术后谵妄发生

率较高，存活率降低，考虑可能与脑出血量、手术

操作时长、患者年龄、术后低氧血症、术后 GCS 评

分相关，可为临床有效干预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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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SE β OR Wald 95％CI P

脑出血量 0.415 -0.756 1.757 6.886 1.154-2.055 <0.05

手术操作时长 0.510 0.681 1.534 6.535 0.941-2.251 <0.05

年龄 0.362 -0.856 2.354 8.533 1.556-3.251 <0.05

术后低氧血症 <0.05

术后GCS评分 0.386 0.559 3.515 9.356 2.155-4.866 <0.05

呼吸机辅助通气 0.396 0.615 0.865 7.950 0.222-1.63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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