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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手术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临床疗效观察
郭良

许国珍

【 摘要】

目的

研究低温等离子手术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肥大患儿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ꎮ 方法

选

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苏州明基医院耳鼻喉科住院的扁桃体肥大患儿 ６０ 例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３０ 例ꎬ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手术治疗ꎬ研究组患儿接受低温等离子扁桃体切除术治
疗ꎬ比较两组患儿的手术情况、临床疗效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术中出血量、手术

时间、鼻腔通气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研究组患儿的近期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ꎻ并发症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低温等离子扁桃体切除术治疗扁桃体肥大安

全、高效ꎮ

【 关键词】

扁桃体ꎻ

低温等离子手术ꎻ

临床疗效

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为儿童常见病ꎬ主要为呼吸道感染

后ꎬ炎症反复刺激扁桃体而使其呈现病理性增生 [１] ꎬ严重时

可堵塞患儿的鼻咽ꎬ导致鼻堵、呼吸困难、打鼾等症状ꎬ甚至可
能出现呼吸暂停ꎬ威胁患儿生命

[２]

选取 Ｒｅｆｌｅｘ ７０ 号刀头ꎬ将切割键能量的级别调到 ８ 档ꎮ 切割
过程以生理盐水为介质ꎬ以患儿扁桃体周围被膜为界限ꎬ在扁
桃体上极处找到实质和被膜ꎬ沿被膜将扁桃体分离到上中 １ /

ꎮ 传统治疗扁桃体肥大的

３ 交界处ꎬ然后进入扁桃体内将其上 １ / ３ 和下 ２ / ３ 的表层切

ꎬ

鼻内镜的引导下进行ꎬ消融深度需要达筋膜层ꎮ 手术过程发

方法是外科手术剥离、切除扁桃体ꎬ并刮除腺样体ꎬ但这种方
法手术时间长、术中局部出血量大、增生部位切除不干净

[３]

临床疗效较差ꎬ已逐渐被淘汰ꎮ 应用于耳鼻咽喉科的低温等

除ꎬ使部分处于前后弓之内ꎮ 对腺样体的消融则需要在 ７０°

生出血的部位ꎬ及时采用低温等离子手术系统凝血键止血ꎬ能

ꎮ 低温等

量调为 ４ 档ꎻ若为动脉性出血ꎬ辅助双极电凝止血ꎮ 对照组患

为低温等离子体状态ꎬ在电场中获得动能的自由带电粒子能

导对腺样体进行切割ꎬ术中出血情况采取电刀止血、压迫止血

离子消融术ꎬ可缩短手术时间并减少术中出血量

[４]

离子消融术是在鼻内窥镜引导下ꎬ通过强射频电场将液体变
够破坏分子键ꎬ使靶细胞消融ꎬ形成切割和切除的效果ꎮ 该手
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ꎬ对脊椎稳定影响小等优点ꎬ从而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

[５]

ꎮ 本研究为评估低温等离子手术治疗扁桃

体腺样体肥大患儿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苏州明基

儿则接受常规手术将扁桃体分离、切除ꎬ此外ꎬ通过鼻内镜引
等传统止血方法ꎮ 两组患儿在手术治疗后ꎬ均进行为期 ３ ｄ
的常规抗生素的静脉滴注ꎬ并对患儿口腔等进行基础护理ꎮ

３.评价方法: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记录两组患儿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和术后鼻腔恢复时间等ꎬ观察记录
两组患儿术后 ３ 个月的临床疗效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根据« 耳
鼻喉疾病临床症状疗效评定标准» 对两组患儿的症状缓解程

医院耳鼻喉科住院的扁桃体肥大患儿 ６０ 例为研究对象ꎬ纳入

度进行疗效评定 [６] :①显效:患儿听力减退、耳鸣、鼻塞或流

肿大ꎻ(２) 鼻内镜检查发现腺样体肥大阻塞后鼻孔 ２ / ３ 以上ꎬ

显减少ꎬ与正常同龄儿童相差不大ꎻ②有效:患儿听力减退、耳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

感染次数较治疗前减少ꎬ较正常同龄儿童患病次数多ꎻ③无

标准 [６] :(１) 病理诊断所有患儿均为Ⅱ度或Ⅲ度双侧扁桃体

涕等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ꎬ呼吸道感染次数较治疗前相比明

少数患者可选择鼻咽侧位片或 ＣＴ 评估ꎻ( ３) 患儿家属知情同

鸣、鼻塞或流涕等症状有所减轻ꎬ但仍影响患者生活ꎬ呼吸道

组各 ３０ 例ꎮ 研究组男 １６ 例ꎬ女 １４ 例ꎬ年龄 ３ ~ １３ 岁ꎬ平均( ６.

效:患儿听力减退、耳鸣、鼻塞或流涕等症状没有减轻、呼吸道

７±２.１) 岁ꎻ其中Ⅱ度肿大 １８ 例ꎬⅢ度 １２ 例ꎻ听力减退或耳鸣

感染次数没有减少ꎮ

女 １５ 例ꎬ年龄 ３ ~ １２ 岁ꎬ平均(６.５±２.４) 岁ꎻⅡ度肿大 １７ 例ꎬⅢ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比( ％) 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１３ 例、鼻塞或流涕 １６ 例、呼吸道感染 １２ 例ꎻ对照组男 １５ 例ꎬ
度 １３ 例ꎻ听力减退或耳鸣 １１ 例、鼻塞或流涕 １４ 例、呼吸道感

染 ９ 例ꎮ 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理诊断等方面比较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２.方法:两组患儿均在全麻状态下进行手术ꎮ 研究组患

儿接受 低 温 等 离 子 手 术 治 疗ꎬ 该 手 术 需 要 的 主 要 器 材 为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计量

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手术情况比较:见表 １ꎮ 研究组患儿的术中出血量、手

术时间和术后鼻腔恢复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

ＥＮＴｅｃ ｃｏｂｌ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００ 手术系统( 美国 Ａｒｔｈｒｏｃａｒｅ 公司) ꎬ

意义( Ｐ< ０.０５) ꎻ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０８ 苏州明基医院耳鼻喉科( 郭良) ꎻ苏州科技城

２.症状缓解程度比较:见表 ２ꎮ 研究组患儿显效率和总有

医院耳鼻喉科( 许国珍)

通信作者:郭良ꎬＥｍａｉｌ:ｗｘｃｘｐ＠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 Ｐ>０.０５) ꎮ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无效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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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扁桃体肥大患儿手术情况比较( ｘ
±ｓ)

表１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ｔ值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鼻腔恢复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３０

１４.３２±５.５４

３６.４８±１１.５５

６.７±１.３

７.１±０.９

３０

５.２６±３.３９
２９.５９

２２.６８±８.６６

３０

研究组

３０

对照组
χ２ 值

７.０±１.１

５１.４７

<０.０５

２.５２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扁桃体肥大患儿近期临床疗效比较 ｎ( ％)

表２
例数

３.４±０.４

２０.７８

<０.０５

Ｐ值

组别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显效

有效

１６(５３)

无效

１２(４０)

１１(３７)

总有效率

２(７)

１３(４３)

２８(９３)

６(２０)

２４(８０)
３５.５

<０.０５

Ｐ值

两组扁桃体肥大患儿术后并发症比较 ｎ( ％)

表３
组别

例数

研究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３０
３０

Ｐ值

术后感染
１(３)

伤口出血

总并发症发生率

２(７)

２(７)

７(２４)

１(３)

３(１０)
１１.２

１７.４

<０.０５

率、术后发生听力下降率、发生伤口出血率和总并发症发生率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１(３)

３(１０)

１７.４

<０.０５

３. 术后并发症比较:见表 ３ꎮ 研究组患儿术后出现感染

讨论

术后听力下降

５３.２

<０.０５

<０.０５

究的手术效果的结果相似 [７ꎬ１１] ꎮ 此外ꎬ研究组患儿术后近期
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
照组ꎬ表明低温等离子消融术的临床效果优于传统手术ꎬ其原

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患儿多在出生时鼻咽部即

有淋巴组织ꎬ并随其身体的发育而增大ꎬ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
对患儿的健康影响不明显ꎬ但反复呼吸道感染可刺激淋巴组

因与该消融术的工作原理有关ꎬ低温等离子消融术的工作温
度低于 ６０ ℃ ꎬ对组织损伤轻ꎬ伤口易于愈合ꎬ且消融术治疗彻
底ꎮ

织丰富的扁桃体ꎬ使患儿的扁桃体在病理刺激下不断增大ꎬ堵

综上所述ꎬ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

塞鼻咽部ꎬ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 [８] ꎬ甚至影响患儿呼吸ꎬ危及

患儿具有手术过程安全ꎬ术后恢复良好ꎬ术后并发症低的优

要的方法ꎬ传统手术方法存在术中出血量大ꎬ操作视野不清晰

得临床推广应用ꎮ

患儿生命 [８] ꎮ 手术切除是目前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肥大最主
等情况ꎬ严重影响手术质量ꎬ临床效果不佳

[９]

ꎮ 彭正佳等

[１０]

研究显示ꎬ传统手术临床效果差ꎬ６８％的患儿家属对临床效果
不满意ꎮ 有研究也表明ꎬ传统手术方法具有手术过程长、疗效
差、术后并发症多等缺点ꎮ 国内相关研究显示ꎬ低温等离子消
融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ꎬ在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肥大中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１１￣１２] ꎮ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是在等离子电极和人体组织之间构建

等离子体薄层ꎬ形成加速电场ꎬ以达到加速该薄层中离子的目
的ꎬ并将这一过程中的能量向组织内传递ꎬ在相对低温的情况

点ꎬ更能满足患儿身体健康状况和患儿家属对诊治的要求ꎬ值

[１]
[２]
[３]
[４]
[５]

下完成对组织进行破坏ꎬ将其分解为简单物质如碳水化合物
等ꎬ达到消融病变组织ꎬ治疗疾病的目的 [１３] ꎮ 通过对低温等

[６]

范围ꎬ防止损伤局部组织的深部或正常组织ꎮ 研究显示ꎬ这种
低温等离子效应有利于创面愈合ꎬ其愈合时间明显较传统手

[７]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均明显少于对照组ꎬ这可能与低温等离

[８]

离子手术系统的能量和方向进行控制ꎬ可以控制消融深度及

术切口的愈合时间短 [１４]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研究组患儿的手

子消融术的手术操作系统的刀头具有消融和止血、冲洗等清
理窗口、清晰视野等作用有关ꎮ 低温等离子手术在切割组织
过程中ꎬ可使血管组织的皱缩ꎬ从而降低出血量ꎬ利用这一点ꎬ
本研究在进行扁桃体部分切除时ꎬ保留部分扁桃体组织ꎬ既解
决了儿童睡眠打鼾问题ꎬ又保留了扁桃体功能ꎬ与国内其他研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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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冰.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成人腺样体肥大的
疗效分析[ Ｊ] .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１８( ３) :２７０￣
２７１.
周成勇ꎬ代志瑶.腺样体切除加扁桃体单纯消融或扁桃体部分
切除加消融对 ＯＳＡＨＳ 患儿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 Ｊ] . 临床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１ꎬ２５(２１) :９９０￣９９２.
柳辉高ꎬ黄坚强ꎬ范震ꎬ等.内镜下 ３ 种手术治疗成人腺样体肥
大 ９３ 例疗效比较[ Ｊ] .中国现代医生ꎬ ２０１５ꎬ５３(７) :４４￣４７.

[１２]
[１３]

 ４１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１４ ]

Ｘｕｅ ＸＣꎬ Ｃｈｅｎ ＸＰꎬ Ｙａｏ Ｗ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Ｅｐｓｔｅｉｎ － Ｂａｒｒ 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ｎｓ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 ｏｒ ａｄｅｎｏｉｄ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Ｖｉ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８６(６) :９６３￣９６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２)

( 本文编辑:李娜)

改良围术期 ＧＤＦＴ 用于高龄骨科患者术后
早期认知障碍的预防
代景伟
【 摘要】
用ꎮ 方法

目的

观察改良围术期目标导向液体疗法用于高龄骨科患者术后早期认知障碍的预防作

择期手术 ＡＳＡⅠ ~ Ⅱ级 ７５ 岁以上高龄病人 ６０ 例随机分成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ꎬＡ 组( 对照组)

术中按围术期目标导向液体疗法( ＧＤＦＴ) 予以输液治疗ꎻＢ 组( 实验组) 术中予以改良围术期目标导向液
体疗法ꎬ即在疗法开始时就经中心静脉泵注垂体后叶素 ０.０００４ μ / ｋｇ / ｍｉｎ ~ ０.００１５ μ / ｋｇ / ｍｉｎ 并随血压调整
剂量ꎮ 观察并记录患者术前 １ ｄꎬ术后 １ ｄꎬ４ ｄꎬ７ ｄ 的简易智能状态量表( ＭＭＳＥ) 评分和术后认知障碍
( ＰＯＣＤ) 发生例数ꎮ 结果

术前 １ ｄ 的两组 ＭＭＳＥ 评分比较无差异( Ｐ> ０.０５) ꎻ术后 １ ｄꎬ４ ｄꎬ７ ｄ 的 Ｂ 组

ＭＭＳＥ 评分高于 Ａ 组 ( Ｐ < ０. ０５) ꎮ ＰＯＣＤ 发 生 例 数 ( ％) ꎬ 术 后 １ ｄꎬ４ ｄꎬ７ ｄꎬ Ｂ 组 少 于 Ａ 组 ( Ｐ < ０. ０５) ꎮ
结论

改良围术期目标导向液体疗法用于高龄骨科患者术后早期认知障碍有显著预防作用ꎮ

【 关键词】

术后认知障碍ꎻ

目标导向液体疗法ꎻ

骨科高龄患者脑灌注ꎻ

多巴酚丁胺ꎻ

垂体后

叶素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 －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ＡＩ Ｊｉｎｇ－ｗ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Ｆｕｊｉａｎꎬ ３６１０２２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６０ ｃａｓｅ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ｅ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７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Ｉ ｔｏ ＩＩＩꎬ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ｏｕｐ Ａ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ＧＤＦＴ) ｌｉｑｕ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Ｂ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ａ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ｐｕｍｐ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ｉｔｕｉｔｒｉｎ ０.０００４ｕ / ｋｇ / ｍｉｎ－０.００１５ｕ / ｋｇ / ｍ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ＭＭＳ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１ｄꎬ ４ｄ ａｎｄ ７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ＰＯＣＤ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ＭＳ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１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ＭＭＳ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Ｂ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１ｄꎬ ４ｄ ａｎｄ ７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Ａ ( Ｐ < ０. ０５ )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Ｂ ｗｅｒ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Ａ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ꎻ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ꎻ
Ｄｏｂｕｔａｍｉｎｅꎻ 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ｎ
术后认知障碍(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ＰＯＣＤ)

是手术麻醉后常见的并发症ꎮ 本研究将改良围术期目标导向
液体疗法用于骨科高龄患者术后早期认知障碍的预防ꎬ为预
防高龄骨科患者术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提供参考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本研究经本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
作者单位:３６１０２２ 福建ꎬ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

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期间 ＡＳＡⅠ ~ Ⅱ级ꎬ无严重心( 心功能 １ ~ ２ 级) 、肺、肝、肾
疾病及其他合并症的下肢手术患者 ６０ 例ꎬ其中男性 ３３ 例ꎬ女
性 ２７ 例ꎬ年龄 ７５ ~ ９２ 岁( 平均 ８３.５ 岁) ꎮ 纳入标准:( １) 骨科
下肢较大手术如全髋置换术ꎬ膝关节置换术ꎬ股骨骨折内固定
术等ꎻ(２) 年龄≥７５ 岁ꎻ(３) 愿意接受术前简易智能状态量表
(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ＭＭＳＥ) 调查测试ꎻ(４) 预期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