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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局部脑组织的氧饱和度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影响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院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 6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其中 30 例未发生术后谵妄为

对照组袁30 例发生术后谵妄为观察组遥 比较两组术中不同时间点 rSO2 水平及术前术后 MMSE 评分遥 选择患者术

中 rSO2 水平最低值与 MMSE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遥 结果 渊1冤两组在体外循环复温时 rSO2 水平最低袁随后逐渐
回升袁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体外循环开始时尧体外循环降温时尧体外循环复

温时尧体外循环停机时尧体外循环停机后 30 min rSO2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2冤术
后两组 MMSE 评分低于术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术后观察组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渊3冤患者术中 rSO2 水平与术后 MMSE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渊r=0.921袁P=0.000冤遥 结论 体外循环心
脏手术后发生谵妄的患者术中 rSO2 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过程袁且患者术中 rSO2 最低值与 MMSE 评分有显著的相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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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cal brain tissue oxygen saturation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pa鄄
tients undergo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surger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rdiopul鄄
monary bypass cardia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for retrospective anal鄄

ysis. Among them袁30 cases without postoperative delirium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袁and 30 cases with postop鄄

erative delirium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levels of rSO2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MMS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lowest value of intraoperative rSO2 level and
MMSE score were select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1)The rSO2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as the lowest dur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rewarming袁and then gradually recovere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dif鄄
ferent time points within the group (P<0.05). The rSO2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CPB cooling袁CPB rewarm鄄

ing袁CPB shutdown袁and 30 min after CPB shutdow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The MMS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he operation袁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MMSE score of the postoperativ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3)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traoperative rSO2 level and the postoperative MMSE
score (r=0.921袁 P=0.000).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delirium aft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 surgery袁there is a signifi鄄

cant decrease in rSO2 during the operation袁and the lowest value of rSO2 during the operat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MSE score of th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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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是将人体的静脉血经导管引出或抽吸

经导管将其输入到人的动脉系统内袁完成血液循环遥

至体外袁经过氧合后使静脉血转变为动脉血袁然后再

这种人的血液不经过心和肺而在体外进行气体交换

[基金项目]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渊2017KY163冤

和循环的方法袁是心脏手术重要的辅助技术袁为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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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一组急性精神紊乱综合征袁具有可逆性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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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检测两组不同时间点 rSO2 水平袁分别于术前尧术

性袁表现为意识障碍尧思维混乱尧注意力无法集中尧烦

后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渊Mini-mental state ex鄄

情况差尧水电解质紊乱尧缺氧尧认知障碍等均可能与患

术后采用无创 rSO2 监测仪检测患者局部脑组织的氧

躁尧幻听等袁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1-2]遥 高龄尧躯体
者术后谵妄相关[3]遥 心脏手术后严重的呼吸和循环系
统并发症可能也会增加患者术后谵妄的风险袁而术后

谵妄影响患者的预后[4]遥 局部脑组织的氧饱和度渊rSO2冤

amination袁MMSE冤评价患者的认知功能遥 渊1冤所有患者
饱和度水平袁前额酒精消毒袁双探头传感器贴紧前额
眉骨上 2 cm袁避开脑中线遥 记录患者术前尧体外循环

开始时尧体外循环降温时尧体外循环复温时尧体外循环

测量的主要是静脉氧袁具有连续尧无创尧可床旁监测等

停机时尧体外循环停机后 30 min 的 rSO2 水平遥 渊2冤分

rSO2 监测结果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谵妄的

能遥 该量表包括以下 7 个方面院时间定向力尧地点定向

优点袁既往主要应用于麻醉管理中 [5-6]遥 本研究分析

别于术前尧术后采用 MMSE 评分 [9]评价患者的认知功

影响袁以期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袁现报道如下遥

力尧即刻记忆尧注意力及计算力尧延迟记忆尧语言尧视空

1 资料与方法

不知道评 0 分袁量表总分为 0耀30 分遥 测验成绩与文化
水平密切相关袁正常界值划分标准院文盲>17 分袁小学>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院行体外

循环心脏手术患者 6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遥纳入标准[7]院淤年龄逸18 周岁袁约80 周岁曰于外循环
心脏手术曰盂手术顺利曰榆ASA域耀郁级曰虞临床资料

完整遥 排除标准院淤术后 24 h 内死亡者曰于既往有精
神系统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者曰盂既往有药物滥用史尧
酗酒史者曰榆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遥 60 例患者中 30 例
未发生术后谵妄为对照组袁30 例发生术后谵妄为观

察组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观察组

项目
性别[n渊%冤]

男
女

平均年龄渊x依s袁 岁冤
ASA[n渊%冤]
[n渊%冤]

原发病[n渊%冤]

域耀芋
郁耀吁

对照组

渊n=30冤

字2/t 值 P 值

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袁计量资
料不同时间重复测量采用方差分析遥 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rSO2 水平比较

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体外循环开始时尧体外循环降温
时尧体外循环复温时尧体外循环停机时尧体外循环停机

32.8依11.5 33.1依10.9 0.104 0.918

2.2 两组术前及术后 MMSE 评分比较

27渊90.0冤 26渊86.7冤 0.162 0.688
3渊10.0冤

4渊13.3冤

18渊60.0冤 16渊53.3冤 0.272 0.602

双瓣膜置换术

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计量资料以均

后 30 min rSO2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

14渊46.7冤 13渊43.3冤

先天性心脏病
单瓣膜置换术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遥 计

16渊53.3冤 17渊56.7冤 0.067 0.795

19渊63.3冤 17渊56.7冤 0.278 0.598

3耀4

1.4 统计学方法

后逐渐回升袁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1耀2

风湿性心脏病
手术类型[n渊%冤]

渊n=30冤

20 分袁初中及以上>24 分遥

两组患者在体外循环复温时 rSO2 水平最低袁随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术前心功能分级

间遥 共 30 项题目袁每项回答正确得 1 分袁回答错误或答

11渊36.7冤 13渊43.3冤

12渊40.0冤 14渊46.7冤 0.352 0.950
12渊40.0冤 10渊33.3冤
6渊20.0冤

6渊20.0冤

4渊13.3冤

5渊16.7冤

8渊26.7冤

9渊30.0冤

1.2 诊断标准
谵妄诊断标准参考文献[8]院淤精神状态极具变化
且幅度大曰于漫不经心或疏忽曰盂思维混乱曰榆知觉变
化曰出现其中淤尧于尧盂或者淤尧于尧榆即可诊断遥

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术前两组 MMSE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曰术后两组 MMSE 评分均低于术前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术后观察组 MMSE 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2.3 患者术中 rSO2 水平与术后 MMSE 评分的相关性

选择患者术中 rSO2 水平最低值与 MMSE 评分进

行相关性分析遥 由表 2 可知袁在体外循环复温时 rSO2
水平最低遥 患者术中 rSO2 水平与术后 MMSE 评分呈
显著正相关渊r=0.921袁P=0.000冤遥 见图 1遥
3 讨论
体外循环是利用一系列特殊人工装置将回心静
脉血引流到体外袁经人工方法进行气体交换袁调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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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rSO2 水平比较渊x依s袁%冤
体外循环

体外循环

体外循环

体外循环

开始时

降温时

复温时

停机时

停机后 30 min

60.94依2.88

63.34依2.76

组别

n

术前

观察组

30

65.16依2.35

65.89依2.14

65.25依2.26

64.33依1.32

64.53依2.05

0.271

2.071

2.898

11.652

5.097

30

对照组
t值

65.34依2.77

64.28依3.68

0.787

P值

63.54依2.83

0.043

0.005

n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30
30

术前

27.03依1.15 21.86依1.80
0.784
0.436

P值

术后

26.81依1.02 26.23依1.10
11.347

t值

2.118

13.257

0.000

0.000

65.94依2.27
3.985

F值

P值

3.693

0.003

22.533

0.000

0.000

和代谢情况尧颅内血管生理病理改变尧体温或全身代

表 3 两组术前及术后 MMSE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58.67依2.31

体外循环

P值

0.039
0.000

谢情况改变尧术中体位尧吸氧浓度的改变等袁能影响上
述因素的疾病尧临床干预手术措施均会导致脑组织氧

饱和度的改变[14]遥 而脑组织氧饱和度过低可导致术后
认知功能障碍尧术后恶心呕吐尧术后谵妄等[14]遥 本研究

0.000

结果显示袁采用无创局部脑组织氧饱和度监测仪对患

者脑组织氧饱和度进行监测袁主要测量的是静脉氧袁在
低血压尧脉搏减弱或心跳骤停的情况下袁使用仍不受
限制袁因此广泛应用于脑氧供需监测的各种情况 [15]遥

患者在体外循环降温过程中出现脑组织氧饱和度下
降的情况袁至复温时降至最低袁复温后逐渐升高袁提示
血液温度会对脑组织氧饱和度产生影响遥 本研究结果
rSO2渊%冤

显示袁术后谵妄患者脑组织氧饱和度下降更明显袁但

图 1 患者术中 rSO2 水平与术后 MMSE 评分相关性散点图

度和过滤后袁输回体内动脉系统的生命支持技术遥 在
体外循环过程中袁 由于人工装置取代了人体功能袁因
此也称心肺转流袁体外循环机也称为人工心肺机遥 进
行体外循环的目的是在实施心中直视手术时袁维持全
身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遥 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袁体外
循环应用范围不断扩展袁不仅在心脏尧肝尧肾尧肺等大
血管手术中获得应用袁在肿瘤治疗尧心肺功能衰竭患
者的生命支持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袁成为临床
医学的一门重要技术遥 人工心肺机经过数十年的临床
应用和改进袁目前已能为外科医师提供比较好的安全
时间和安全程度袁能够进行很多心脏手术袁但灌注对
机体的影响仍不可完全避免遥 主要并发症有代谢性酸
中毒及呼吸性碱中毒尧血液有形成分破坏尧电解质成分
破坏尧电解质失衡尧肾功能下降尧循环系统功能下降尧

高于无术后谵妄的患者袁提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
术中脑组织氧饱和度水平可能与术后的谵妄有关遥 认
知功能障碍是术后谵妄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袁本研究
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进行评价袁结果显示发生谵妄的
患者得分显著高于无谵妄的患者遥 选择术中脑组织氧
饱和度最低值与术后认知功能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袁
结果显示袁术中部分脑组织氧饱和度水平与术后认知
功能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遥 刘澳华等[16]研究显示袁局
部脑组织氧饱和度与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早期认知功
能障碍有密切的关系袁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术中
局部脑组织氧饱和度降低有关袁降低术中脑组织氧饱

和度低于基线值 20%以下的暴露时间可有助于减少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遥 术中脑组织氧饱和度的下
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17-20]袁在本研究中未对相关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袁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收集资料袁做进

呼吸功能损害尧脑损害尧其他损害等[10-11]遥 术后谵妄是

一步的研究袁为临床预防提供参考遥

多发生于术后 1耀4 d袁可延长患者住院时间袁导致认

术中 rSO2 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过程袁且患者术中 rSO2

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袁主要为急性谵妄袁
知损害袁增加诊疗费用袁增加死亡率

遥 目前认为脑

[12-13]

多个区域损伤可能与谵妄有关袁如基底节尧梭状回尧舌

综上所述袁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谵妄的患者

最低值与患者 MMSE 评分有显著的相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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