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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患者自控静脉镇痛引起术后认知功能
障碍的病例对照研究
谭文斐

赵芸慧

【摘要】

方波

目的

马虹

王俊科

探讨患者自控静脉镇痛（ＰＣＩＡ）引起术后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ＣＤ）的危险因素。

方法应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Ｍｓ）方法测试认知功能，以年龄、性别、术式、ＰＣＩＡ总量为匹配条件，
对择期行骨科手术的全麻病例ＰＯＣＤ组１０３例和未发生ＰＯＣＤ组１０３例进行１：１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有关统计学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脑外伤史、受教育程度、ｖＡＳ
评分低于５分的例数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证实，脑外伤史、ｖＡＳ评分、受教

育程度与ＰＣＩＡ引起ＰｏｃＤ显著相关，０Ｒ值（９５％口）分别为４．２６１（１．３４４～１３．５０８）、２．３６４（１．２０９～
４．６２４）和０．３１２（Ｏ．１７０～０．５７３）。结论

ＰＣＩＡ引起ＰｏＣＤ相关的危险因素为曾经有过脑外伤史、

ＶＡｓ评分低下，而受教育程度高可能是其保护因素。
【关键词】患者自控静脉镇痛；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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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ＣＤ）的原因复杂，其确
对象与方法

切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ＰＯＣＤ可能与患者
高龄、麻醉药物、术中病理生理改变、手术创伤、栓子

１．研究对象：来源于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６

等因素关系密切…。临床工作中我们观察到，许多

月期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择期骨科手

患者虽然术后没有立即出现ＰｏＣＤ，但是随着患者

术的全麻病例。病例采集人员为麻醉科经过培训的

自控静脉镇痛（ＰＣＩＡ）的广泛应用，大大增加了

研究生。其中ＰｏＣＤ组（Ｐ组）１０３例，未发生ＰｏＣＤ

ＰＯＣＤ的发病率。本文旨在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分

组（ＮＰ组）１０３例。

析应用ＰＣＩＡ后发生ＰｏＣＤ可能的危险因素，从而
为临床预防ＰＯＣＤ的发生提供理论根据。

２．ＰＯＣＤ诊断标准：患者认知功能应用Ｍｉｎｉ—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ＭＳ）方法测试。２。。手术前１ ｄ及术后
３、２４、４８、７２

作者单位：１１０００１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麻醉科

ｈ，应用ＭＭＳ测试其认知功能，分别计

为Ｍ１、Ｍ３、Ｍ２４、Ｍ７２。ＭＭＳ评分低于２３分或与
Ｍ１比较下降２分，均计为发生认知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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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Ｄ排除标准：Ｍ１低于２３分认为术前即存在认

表３
因素

知功能障碍，不作为入选病例。Ｍ３、Ｍ２４低于２３分

或Ｍ３、Ｍ２４与Ｍ１比较下降２分，均计为存在认知

Ｐ组与ＮＰ组各研究因素单因素分析
Ｐ组。

ＮＰ组。

Ｙ２值Ｐ值

ｏＲ值（９５％ａ）

高血压

３３（３２．Ｏ）３７（３５．９）Ｏ．３４６

Ｏ．５５６

Ｏ．８４１（０．４７２～１．４９８）

糖尿病

１７（１６，５）１８（１７．５）Ｏ．０３４

０．８５３

０．９３３（０．４５１～１ ９３２）

功能障碍，即为术后２４ ｈ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与手

脑外伤史

】３（１２．６）

５．１９３

０ ０２３

３．５１５（１．１２５～１１ ３６３）

术、麻醉关系密切，也不作为入选病例。

吸烟史

４１（３９，８）３９（３７．９）０．０８２

Ｏ．７７５

１．０８５（０．６∞～１．９０１）

饮酒史

２６（２５，２）２３（２２．３）０．２４１

０．６３２

１．１７４（０．６１８～２．２３３）

受教育程度高镐（４６，６）７６（７３．８）１５．８８４

Ｏ．Ｏ。Ｏ

Ｏ．３１０（Ｏ．１７３～Ｏ．５５７）

ⅦＳ评分＜５分８ｌ（７８．６）６４（６２．１）６．７３１

０．００９

２．２４４（１ ２１１～４．１５８）

３．ＰＣＩＡ设置：患者于手术后即刻连接自控静
脉镇痛泵，清醒后给予负荷量，镇痛泵药物为枸橼酸

芬太尼２０“ｇ／ｍｌ，设置持续量：１．２～１，５ ｍ１／ｈ，
ＰＣＩＡ：１．２～１．５
２０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ｍ１／次，负荷量：２ ｍ１，锁定时间：

ｍｉｎ，持续应用４８ ｈ后撤泵。
４．研究方法：采用配对比较的病例对照研究，组

间匹配条件为：年龄（±３岁）、性别、术式、ＰＣＩＡ总
量（±５ ｍ１）。由研究者对２０６例病例进行调查，列

３．多因素分析：脑外伤史、ＶＡＳ评分低下、受教
育程度与ＰＣＩＡ引起ＰＯＣＤ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表４）。
表４

评分）。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方法见表１。
表１

ＰＣＩＡ引起ＰＯＣＤ研究因素非条件ｌｏ西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入调查的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脑外伤史、吸烟
史、饮酒史、受教育程度、ＶＡＳ评分（视觉模拟疼痛

４（３．９）

Ｂ值

％麒Ｙ２值Ｐ值ＯＲ值（９５％ａ）

１ ４４９

６．０６４

Ｏ。０１４

４．２６１（１．３４４～１３，５０８）

受教育程度一１．１６５

１４．０６２

Ｏ．ｏｏＯ

Ｏ．３１２（Ｏ．１７０～Ｏ．５７３）

ＶＡｓ评分

０．８６ｌ

６．３２３

Ｏ．０１２

２．３６４（１．２０９～４．６２４）

常数

０．０２ｌ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９

讨

论

脑外伤史

一

ＰＣＩＡ引起ＰＯＣＤ主要研究因素及赋值

认知功能是大脑特定的生理功能，包括感知觉、
思维、注意力、学习、记忆、智能、定向、自知力等∞］。
ＭＭＳ测试方法对于认知功能的测定具有较高的有
效性和可信性，其中包括１１个问题，主要测试对时
间、地点的定向力及注意力、计算能力，短期回顾、语
注：４４８ ｈ均值；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言及结构的能力，Ａｎｔｈｏｎｙ等¨１的研究表明其敏感
性为８７％，特异性为８２％。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

ＰＯＣＤ受许多因素影响，为明确ＰＣＩＡ引起的

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检验、ｘ２检验；多因素分析

ＰｏＣＤ的危险因素，我们对重要的因素进行了控制，

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尽可能避免产生偏倚。首先，严格筛选入选病例。

结

果

研究证实。５。，应用短效麻醉药，ＰＯＣＤ的发生仅在术
后第１天。将术后第１天发生ＰＯＣＤ的病例排除，

１．两组均为接受骨科手术病例，男／女性别比例

认为其与手术、麻醉密切相关。其次，研究病例两组

为５６／４７。年龄、ＰＣＩＡ总量采用配对样本￡检验，

间匹配条件即为ＰｏＣＤ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性

Ｐ＞０．０５，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别、术式、药物总量，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

表２

两组年龄、性别、ＰＣＩＡ总量比较

Ｒａｓｑｕｉｎ等’６ ｏ研究发现，中风６、１２个月后轻度
认知功能损伤的患病率分别是６１．３％和５１．５％。按

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４版标准对认知
功能障碍的分类，ＰｏＣＤ属于轻度认知功能损伤。

本研究病例为骨科手术患者，因受脑外伤的概率增
２．单因素分析：脑外伤史、受教育程度、ＶＡＳ评

加，而脑外伤后引起的颅脑解剖、生理等方面的改

分低于５分的患者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变，增加了ＰＯＣＤ的发病率。也有研究表明，中枢

（Ｐ＜０．０５）。其他因素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神经系统儿茶酚胺水平和中枢胆碱能神经系统的改

义（Ｐ＞０．０５）（表３）。

变可能与ＰＯＣＤ发生密切相关＂ｏ，而本研究结果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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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

现ＶＡＳ评分降低为ＰｏＣＤ发生的危险因素，可能与
疼痛刺激减少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儿茶酚胺水平和胆

［３］Ｖａｎ Ｄ，Ａｎｎｅｒｍｉｅｋｅ ＭＡ，Ｊａｎ ｃ，ｅｔ ａ１．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碱能神经系统有关。Ｔｅｒｖｏ等旧１发现受教育水平高
是认知功能损伤的保护因素，与本研究结果相近。

垦！也』堡Ｐｉｉ！璺ｉ！！！至！！！！！！Ｙ！！！！！ｙ！！：！！！堕！：！

Ｍｅｎｔａｌ一Ｓｔａｔｅ’ａｓ

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ＣＩＡ的应用对ＰＯＣＤ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有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

外伤病史，受教育程度低的病例，当出现ＶＡＳ评分

［５］（、ｈｕｎｇ Ｆ，Ｓｅｙ。ｎｅ Ｃ，Ｄｙ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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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ｒａｃ

ｔｅｓｔ

Ｍｅｄ，１９８２，１２（２）：３９７—４０８．
Ｂ，ｅｔ

ａ１．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ｅｓｔｈ

［６］

Ｒａｓｑｕ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Ｍｉｎｉ—

Ｌｉｍｉｔｓ。ｆ

ｆｏ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ｒｉｕｍ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ｃ。ｖｅｒｙ

Ａｎａｌｇ，１９９０，７１（３）：２１７—２２４．

ｓＭ，Ｌｏｄｄｅｒ Ｊ，Ｄｏｎｄｓ Ｒｗ，ｅｔ ａ１．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ａ

ｆｏＩｌｏｗ—ｕｐ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ｍｅｎｔ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Ｃｏｇｎ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４，１８（２）：１３８—１４４．

（衷心感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时
景璞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和帮助）

参

考

［７］黄志莲，李军，连庆泉．老年术后认知障碍研究现状．温州医学
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５（５）：４３５—４３７．

文

［８］Ｔｅｒｖ。ｓ，Ｋ；ｖ；ｐｅｈｏ Ｍ，Ｈａｎｎｉｎｅｎ

献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ｉｌｄ

［１］Ｍｏｌｌｅｒ ＪＴ，ｃｌｕｉｔｍａｎ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ＳＰＯＣ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ｖｉｅｗ．Ｊ

［４］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ｃ，ＬｅＲｅｓｃｈｅ Ｌ，Ｎｉａｚ ｕ，ｅｔ ａＩ

ＰＯＣ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术后

降低时，更应该警惕ＰＯＣＤ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为

Ａ

ｃ。ｒｏｎａ。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Ｃａｒｄｉｏｂ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１２０：６３２—６３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Ｐ，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ｓ，ｅｔ

ａ１．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ＳＰＯＣＤ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Ｄｅｍｅｎｔ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Ｊ Ａｍ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Ｔ，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 ｐ。ｐｕｌａｔｉ。ｎ七ａｓ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

ｂｊｅｃｔｓ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４，１７（３）：１９６—２０３

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８，３５（９１０６）：８５７—８６１．

［２］Ｆｏｌｓｔｅｉｎ Ｍ，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Ｃ，Ｐａｒｈａｄ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９—２０）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０ｃ，１９８５，３３（４）：２２８—

·疾病控制·
贵州省思南县１９９例发热患者登革热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何世雄『文兴堂Ｉ
登革热在思南县虽不曾有报道，但随着人口流动频率的增

外来人口和干部抗体阳性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２０～２９岁

加，全球气候变暖，加之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存在，不得不引起高

及４０～４９岁年龄组抗体阳性率较高，５０岁以上年龄组最低。

度警惕。为此对思南县１９９例发热患者进行血清学调查。

各年龄组间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４４，Ｐ＞

１．对象与方法：对思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
诊就诊的发热病例随机抽取１９９例，分离血清统一送贵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实验室做登革热病毒ＩｇＧ检测。

０．０５）。

（３）分析：思南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均适宜于白纹
伊蚊的生长繁殖，人口流动频繁，为登革热病毒的传播提供

２．结果与分析：

了有利条件。此次调查表明，思南县各人群间存在登革热病

（１）基线资料：思南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

毒感染的潜在危险，人群平均感染率为１１．０５％。流行病学

气温１７．３℃，＞１０℃初日在３月中旬，终日在１１月下旬，温

调查得知，４名外来人口中，来自福建省２名，来自海南省和

度持续１６℃以上有２５０ ｄ左右。总积温５４８２℃，年平均降雨

重庆市各１名（曾在广东省等地打工２年）。８名于部（包括

量１０４７．９～１２６９．１ ｍｍ。当地居民普遍有自备倒扑罐腌制

教师、医生、行政人员）中的２例ＩｇＧ阳性，均有在沿海居住

蔬菜的生活习俗，为白纹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史。１８例农民登革热病毒ＩｇＧ阳性者中，有８例分别有在海

（２）人群登革热血清阳性率：１９９例中登革热病毒ＩｇＧ阳

南、福州、宁波、温卅ｌ、厦门等地打工、经商２年以上的历史，

性２２例，阳性率１１．０５％。男性１２８例，ＩｇＧ阳性２２例，女性

更进一步说明流动人口在登革热病毒传播中有重要的流行

７１例，ＩｇＧ阳性１０例，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９．４％、１４．１％，不

病学意义。１０例农民登革热病毒ＩｇＧ阳性者无任何流动史，

同性别人群间登革热病毒ＩｇＧ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说明本土感染也同时存在。

义（＿）ｃ２＝０．６６，Ｐ＞０．０５）。不同职业人群间登革热病毒ＩｇＧ
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３．８８，Ｐ＞Ｏ．０５），但

（本文得到贵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周年潮等老师的大力支持，谨
此致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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