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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急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袁提出减少谵妄发生的优质治疗及护理方案遥 方法 对
我科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7 月收治的 238 例危重症患者进行分析袁参照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叶精神病的诊断

和统计手册曳第 4 版渊阅杂酝原陨灾冤中的谵妄诊断标准袁99 例发生谵妄作为观察组袁139 例未发生谵妄的作为对照组遥
对两组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统计学方法处理遥 结果 238 例危重症患者袁谵妄发生率为 41.60%袁发生率较

高遥 单因素分析显示袁两组患者在年龄尧APACHE 域评分尧机械通气时间尧侵入性操作尧使用镇静镇痛药尧感染尧住
院时间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性别尧BMI尧合并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袁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的危险因素为年龄尧APACHE 域评分尧机械通气时间尧侵入性操作尧使用镇静镇痛药

物尧感染及住院时间的长短遥 结论 危重症患者谵妄的发生率高袁早期重视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袁给予相应的方案
及措施袁可预防和减少谵妄的发生袁促进危重症患者良好的预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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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delirium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and put forward high-qual鄄
ity treatment and nursing schemes to reduce delirium. Methods A total of 23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ad鄄
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from August 2018 to July 2019 were analyz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99, delirium occurred) and the control group(n=139, no delirium occurred)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delirium i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Psychiatry(DSM-IV) formulated by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processe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 In 238 cases of pa

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the incidence of delirium was 41.60%, which was relatively higher. From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ge, Apache 域 scor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nvasive operation, use of sedatives and analgesics, infec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P<0.05).There was no sta鄄

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BMI and complications(P>0.05). According to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shown by the results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delirium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were age, Apache 域 scor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nvasive operation, use of sedatives and analyesics, infection and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elirium is high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so ear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isk factors of delirium,and corresponding schem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given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鄄
rence of delirium and promote the goo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Key words] Critical illness; Delirium; Risk factor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谵妄是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异常袁产生功能
紊乱袁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袁对患者有严重的威胁袁

谵妄发生后患者延迟治疗 1 d袁死亡率会提高袁治疗时

间会延长袁对患者的经济和生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遥 重
症监护室渊ICU冤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袁其特有的治疗尧病
房环境及患者疾病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一系

以便作为临床有效尧早期预防袁以降低 ICU 谵妄的发
生率袁提高患者的预后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我 科 2018 年 8 月 至 2019 年 7 月 收 治 的

列精神状态袁而且也是谵妄发生率非常高的一个科室 遥

238 例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患者患有的基础病

[基金项目]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渊2019KY769冤

多发性伤 14 例袁呼吸系统类疾病 22 例袁其他 17 例遥

[2]

本研究通过对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的危险因素分析袁

包括烧伤 88 例袁脑部创伤 65 例袁心脑血管疾病 32 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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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 121 例袁女 117 例袁年龄 20耀88 岁袁平均渊66.51依

1.4 统计学处理

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袁APA冤制定的叶精神病的诊

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 t 检验袁

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袁DSM冤中的谵妄诊断

计学意义的指标袁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计算

10.28冤岁遥 谵妄诊断标准参照美国精神病协会渊Amer鄄
断和统计手册曳第 4 版渊DSM-IV冤渊Diagnostic and sta鄄

标准[2]遥 其中把发生谵妄的 99 例作为观察组袁未发生
谵妄的 139 例作为对照组遥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淤无谵妄尧精神病史曰于患者临床资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袁 计量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四格表 字2 检验遥 将筛选出的有统

各影响因素的优势比渊OR冤及回归系数袁检验水准 琢=
0.05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料完整曰盂患者能够与人正常交流袁不存在交流障碍曰

2.1 危重症患者谵妄发生率

龄逸18 岁[3]遥 排除标准院淤昏迷尧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交

99 例袁占 41.60%袁未发生谵妄 139 例袁占 58.40%遥

榆均取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曰虞年
流者曰于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等基础疾病曰盂生命体
征不平稳袁预计生存时间<24 h曰榆有精神分裂症或长

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者曰虞酒精依赖史曰愚认知功能
障碍[4-5]遥

本研究共收治 238 例危重症患者袁其中发生谵妄

2.2 谵妄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性别尧BMI尧合并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而年龄尧APACHE 域评分尧机械通气时
间尧侵入性操作尧使用镇静镇痛药物尧感染尧住院时间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袁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2.3 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分析袁对可能发生谵妄的临床有关因素进行分析袁如院
年龄尧性别尧BMI尧入住 ICU 时间尧是否侵入性操作渊胃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结果显示袁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的

况评分渊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袁

入性操作尧使用镇静镇痛药物尧感染及住院时间的长短遥

管及气管插管尧留置尿管冤尧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

APACHE 域冤尧其他合并基础疾病渊心血管疾病尧呼吸
系统疾病尧糖尿病尧脑血管疾病冤尧机械通气时间尧使用
镇静镇痛剂尧感染情况等遥 感染的诊断标准是根据国

独立因素是年龄尧APACHE 域评分尧机械通气时间尧侵
见表 2遥
3 讨论
危重症患者的原发病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袁其体内

家卫生部医政司叶医院感染诊断标准曳中的相关诊断
标准[6]遥

的维生素和多种激素的含量明显降低袁从而使其体内
表 1 两组患者单因素分析[n渊%冤]

变量

n

观察组渊n=99冤

对照组渊n=139冤

105

53渊53.54冤

52渊37.41冤

年龄[n渊%冤]

逸65 岁

133

性别

男

121

BMI渊x依s袁kg/m2冤

<65 岁
女

APACHE 域评分[n渊%冤]

逸15 分

机械通气时间[n渊%冤]

24耀72 h

侵入性操作[n渊%冤]

<15 分
跃72 h
有
无

使用镇静镇痛药[n渊%冤]

有
无

感染[n渊%冤]

有
无

合并症[n渊%冤]

心血管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住院时间渊x依s袁d冤

170

117
238

46渊46.46冤
55渊55.56冤
44渊44.44冤
25.2依4.3

87渊62.59冤
65渊46.76冤
74渊53.24冤

P值

6.098

0.014

1.788

0.181

32渊23.02冤

15.591

0.698

0.486

96渊69.06冤

5.956

0.015

91渊91.92冤

101渊72.66冤

13.752

0.000

102

52渊52.53冤

50渊35.97冤

6.470

0.011

106

77渊77.78冤

29渊20.86冤

75.822

0.000

48渊34.53冤

0.017

0.896

52渊37.41冤

1.189

0.276

79

47渊47.47冤

152

53渊53.54冤

159
86

192
46

136
132
83
35
96
39

238

52渊52.53冤
46渊46.46冤
8渊8.08冤

47渊47.54冤

24.8依4.4

字2/t 值

107渊76.98冤
43渊30.94冤
38渊27.34冤
89渊64.03冤

22渊22.22冤

110渊79.14冤

16渊16.16冤

19渊13.67冤

35渊35.35冤
44渊44.44冤
18渊18.18冤
5.15依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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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渊15.11冤
2.72依1.89

0.286
0.399
8.768

0.000

0.593
0.52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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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危重症患者发生谵妄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变量

茁

SE渊b冤

Wald 字2

1.030

1.46

9.611

年龄

0.086

机械通气时间

1.320
0.087

APACHE 域评分

1.114

侵入性操作
住院时间
使用镇静镇痛药
感染

-0.428
1.389

0.018

P值

OR

95%CI

21.883

0.001

1.084

0.864耀1.312

0.774

16.723

0.001

3.79

2.310耀6.530

0.003

9.824

0.556
0.345
0.324

4.385

17.876

以得到满足 遥脑血流量改变尧脑灌注不足尧血脑屏障
功能下降尧内皮功能紊乱尧小神经胶质细胞活化尧乙
酰胆碱耗竭尧单胺类神经递质耗竭等都可能引起发生
谵妄[9]遥
[7-8]

谵妄是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袁其发病原因
复杂袁主要为多种身体和环境因素交织在一起袁主要
是以注意力尧认知的改变等方面的功能障碍为特征袁
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尧定向力障碍或知觉障碍[10-11]遥谵妄
的发生不但会增加患者住院时间袁影响预后袁还会增
加经济负担遥 危重症患者是谵妄的高风险人群袁找到
相关因素并采用积极的治疗及护理措施对于预防谵
妄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本研究中年龄>65 岁的患者发生谵妄较高袁是因
为年龄大的患者生理器官功能减退袁体内褪黑素的分
泌降低导致睡眠紊乱袁肾上腺皮质功能降低袁使高龄
的患者对疾病或手术的应急能力下降袁会出现脑细胞
代谢障碍 [12]曰而且对应急后内环境很难恢复袁机体的

适应能力下降袁对应急源耐受能力下降袁另外老年人
常并存慢性疾病袁使用多种药物袁对药物代谢能力和
解毒能力下降袁导致药物相互作用诱发谵妄遥
现有研究表明 [13]袁各种原因导致的感染袁由于炎
症时一些细胞因子可导致血-脑脊液屏障的通透性增
加袁改变中枢神经递质的传递袁使肾上腺素等兴奋性
递增袁脑耗氧量增加袁可致谵妄的发生遥
APACHE域评分可在进入重症监护室的 48 h 内
应用袁以了解患者疾病严重程度[14]遥 疾病本身是一种

机体所面对的应激袁可导致肾上腺素尧去甲肾上腺素
水平持续增高袁脑血流加速袁氧耗增加袁中枢去甲肾上
腺素-乙酰胆碱平衡失调袁从而诱发谵妄发生遥本研究
显示袁APACHE域评分越高袁谵妄发生率就越高袁APACHE
域评分逸15 分则发生谵妄风险较高袁对这些患者应
增加巡视频率袁做好其意识状态及病情进展的监测遥
危重症患者大多需要机械通气袁而机械通气患者
谵妄发病率为 60%耀80%袁有研究显示机械通气时间
越长袁谵妄发生风险就越高袁机械通气超过 72 h 可能

致使谵妄发生率达 44%[15]袁而本研究结果与其大致相
同遥 因此对于超过 72 h 的机械通气患者袁应制订个性

2.81

0.021

3.382

0.032

0.62

0.001

2.328

的酸碱失衡尧电解质紊乱袁导致大脑对能量的需求难

0.026

1.012

0.012

4.173

1.420耀4.690
1.078耀9.241
1.002耀1.026
0.570耀0.680
3.912耀4.413

化治疗及护理方案袁减轻患者不良情绪袁有效的避免
谵妄的发生遥
重症监护室的住院时间也是导致谵妄发生的一
个因素袁主要是因为重症监护室特殊环境尧仪器操作尧

频繁的护理操作尧灯光持续照明没有昼夜差别 [16]袁严
重影响患者睡眠袁患者对医疗过程的惧怕袁加上陌生

的环境尧自我控制能力丧失尧没有家属陪护等刺激使
患者产生焦虑尧恐惧等袁也引发或增加谵妄的发生遥 所
以在病情允许情况下袁尽可能减少入住重症监护室的
时间遥 另外在住院期间袁可通过光线的变化尽量维持
生物钟的正常袁进行治疗时不要妨碍睡眠袁让患者保
持正常的睡眠节律遥 改善重症监护室的环境袁控制噪声袁
及时处理机器的报警音袁控制室内温湿度袁避免患者
之间的互相影响等遥 医护人员富有关爱尧同情之心袁鼓
励患者及时沟通袁从而达到缓解精神症状的目的[17-18]遥

另外各种侵入性操作袁如胃管气管插管尧留置尿

管等会产生不适袁让患者长期处于紧张尧焦虑尧恐惧等
心理应激状态袁是肾上腺素皮质激素大量分泌袁引起

患者长期处于兴奋状态袁从而引发谵妄的发生[19]遥 而
且还可能在后续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一些药物袁如丙泊
酚尧安定等袁这些药物均会影响患者的精神和心理反

应遥 而镇静镇痛药物主要通过改变 CNS 的神经递质
水平来发挥药理作用袁而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变可能是
谵妄发生的基本机制[20-23]遥

综上所述袁谵妄是危重症患者一个不可忽视的临

床问题袁本研究显示导致谵妄发生的几个因素包括年
龄尧感染尧高血压尧APACHE域评分尧机械通气时间尧住
院时间等袁在患者入院时根据患者病情做个体化预测袁
做到早预防尧早发现尧早治疗袁不仅可以降低谵妄的发
生率和发生谵妄持续时间袁还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预
后袁减轻社会经济负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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