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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不同负荷剂量右美托咪定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手术
中的应用比较
桂亚利

孙晓迪

【摘要】

目的

吴霞
探讨不同负荷剂量右美托咪定在全麻下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手术中的应用ꎮ 方法

择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本院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根治手术患者 ８０ 例作为研究

对象ꎬ患者性别不限ꎬ年龄 ５５ ~ ６５ 岁ꎬＢＭＩ １９ ~ ３０ ｋｇ / ｍ２ ꎬＡＳＡ 分级Ⅰ ~ Ⅱ级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 Ｄ１、Ｄ２、
Ｄ３ 组和 Ｃ 组 ４ 组ꎬ每组各 ２０ 例ꎮ Ｄ１、Ｄ２、Ｄ３ 组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静脉持续输注右美托咪定ꎬ总剂量分别
为 ０.２５ μｇ / ｋｇ、０.５ μｇ / ｋｇ 和 １ μｇ / ｋｇꎮ Ｃ 组输注生理盐水 ７.５ ｍｌꎮ 诱导完成后四组均持续输注丙泊酚、瑞
芬太尼、顺式阿曲库铵、右美托咪定、七氟烷静吸复合麻醉至手术结束前 ３０ ｍｉｎꎬ术中调整丙泊酚和瑞芬太
尼剂量ꎬ维持 ＢＩＳ 值 ４０ ~ ５０ꎮ 分别于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Ｔ０) 、插管完成后( Ｔ１) 、建立气腹后( Ｔ２) 、肿瘤切
除后( Ｔ３) 、拔管即刻( Ｔ４) 记录患者 ＨＲ、ＳＢＰ 和 ＤＢＰꎬ手术结束记录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ꎬ以及患者在麻
醉复苏室停留时间ꎮ 结果

与 Ｔ０ 时比较ꎬＤ１ 组和 Ｃ 组 Ｔ１ ~ Ｔ４ 时 ＨＲ 明显增快( Ｐ<０.０５) ꎬＴ１ 时 Ｄ２、Ｄ３ 组

ＨＲ 明显慢于 Ｃ 组( Ｐ<０.０５) ꎬＳＢＰ 明显高于 Ｃ 组( Ｐ< ０.０５) ꎬＴ２ ~ Ｔ４ 时 Ｄ２、Ｄ３ 组 ＨＲ 明显慢于 Ｃ 组和 Ｄ１
组ꎬＳＢＰ 明显低于 Ｃ 组( Ｐ<０.０５) ꎮ Ｄ２、Ｄ３ 组丙泊酚及瑞芬太尼使用量显著低于 Ｃ 组( Ｐ<０.０５) ꎬＤ１、Ｄ２ 组
在复苏室停留时间明显低于 Ｃ 组和 Ｄ３ 组ꎮ 结论

与麻醉诱导前给予 ０.２５ μｇ / ｋｇ 及 １ μｇ / ｋｇ 右美托咪定

负荷量相比ꎬ０.５ μｇ / ｋｇ 在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方面更有优势ꎬ同时减少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ꎬ缩短复苏
时间ꎮ

【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３４

腹腔镜ꎻ

结直肠手术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血流动力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ｉ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ＧＵＩ Ｙａ－ｌ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２１００２９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ｉ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ｅｉｇｈ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５５ ~ ６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ＢＭＩ １９ ~ ３０ ｋｇ / ｍ２ ａｎｄ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 ａｎｄ Ⅱ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ｏｕｐ Ｄ１ꎬ Ｄ２ꎬ Ｄ３ ａｎｄ Ｃꎬ ２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ｗ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ｄｏｓｅ ｏｆ ０.２５μｇ / ｋｇꎬ ０.５μｇ / ｋｇꎬ ａｎｄ
１μｇ / ｋｇ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ｙ １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ａｌｉｎｅ ７.５ ｍｌ.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ｂｙ ０. ５μｇ / ｋｇ / ｈ ａｓ ａ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ｏｓｅ ｕｎｔｉｌ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ꎬ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ꎬ ｃｉｓ － ａｔｒａｃｕｒｉｕｍꎬ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 Ｔｈｅ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ｗｅ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Ｂ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４０ ~ ５０. ＨＲꎬ ＳＢＰ ａｎｄ
ＩＢＰ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Ｔ０) ꎬ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 Ｔ１) ꎬ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ｎｅｕｍ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 ( Ｔ２) ꎬ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 ( Ｔ３) ꎬ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 Ｔ４) . Ｔｈｅ
ｄｏｓ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ｏｏｍ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０ꎬ Ｈ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１ ~ Ｔ４ ( Ｐ< ０.
０５)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Ｃꎬ Ｈ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Ｄ２ ａｎｄ Ｄ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１ ( Ｐ<０.０５) ꎬ ａｎｄ
ＳＢ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 Ｐ<０.０５) . ＨＲ ｏｆ Ｄ２ ａｎｄ Ｄ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ａｎｄ Ｄ１ ａｔ Ｔ２ ~ Ｔ４ ( Ｐ<０.０５) ꎬ ａｎｄ ＳＢ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２ ａｎｄ Ｄ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ＣＵ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Ｄ２ ａｎｄ Ｄ１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ａｎｄ Ｄ３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ｄｏｓｅ ｏｆ ０. ２５μｇ / ｋｇ ａｎｄ １μｇ / ｋｇꎬ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ｉｎｆｕｓｅｄ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ｙ ａ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０. ５μｇ / ｋｇ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ｏ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ꎬ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ＰＡＣＵ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ꎻ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ꎻ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ｕｒｇｅｒｙꎻ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腹腔镜下结直肠肿瘤根治手术是目前临床针对结直肠肿

瘤常用的治疗方式ꎮ 与传统开放术式相比ꎬ腹腔镜结直肠肿
瘤根治术具有对患者手术刺激轻ꎬ创伤小ꎬ住院时间缩短ꎬ术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 江苏南京ꎬ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
通信作者:吴霞ꎬＥｍａｉｌ:８３７０５９２０３＠ ｑｑ.ｃｏｍ

后并发症发病率低等优势 [１] ꎮ 为了方便手术中操作以及降
低术后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ꎬ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需经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６ 期

 ２０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过严格肠道准备ꎬ由于短时间内排便次数显著增多造成了患
者更易发生水和电解质失衡ꎬ血管内容量不足ꎬ手术过程中容
易发生血流动力学明显波动ꎬ对患者造成不利影响 [２] ꎮ 右美
托咪定是一类高度选择性 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ꎬ具有
镇静镇痛ꎬ减轻应激反应等多种药理学作用 [３] ꎬ通常使用方
法是麻醉诱导前给予一个负荷剂量ꎬ继而术中持续输注

[４]

ꎮ

然而在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根治术中使用多大负荷剂量的右美
托咪定可以维持麻醉过程中血压相对稳定ꎬ避免心率过慢过
快等尚未见诸报道ꎮ 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负荷剂量右美托咪
定对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影响ꎬ为临床应用提供一定参考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本院择期全

麻下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 ８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性别
不限ꎬ年龄 ５５~６５ 岁ꎬＢＭＩ 在 １９~ ３０ ｋｇ / ｍ２ ꎬＡＳＡ 分级Ⅰ~Ⅱ级ꎮ 排
除标准:有明确右美托咪定使用禁忌证如严重心动过缓ꎬ传导系
统疾病ꎬ术前有严重心肺疾病ꎬ严重肝肾功能异常ꎬ精神类疾病ꎬ
麻醉镇痛药物镇静药物长期使用史ꎮ 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
Ｄ１、Ｄ２、Ｄ３ 组及 Ｃ 组 ４ 组ꎬ每组各 ２０ 例ꎮ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ꎬ并与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２.麻醉方法:患者术前均不使用术前药ꎮ 早上 ８ 点进入

手术室ꎬ常规开放静脉通道ꎬ输注乳酸钠林格氏液 １０ ｍｌ / ｋｇꎮ

ＨＲ ５０ ~ ９０ 次 / ｍｉｎꎬＭＡＰ 波动幅度不超过基础值 ２０％ꎬＨＲ<５０

次 / ｍｉｎ 时使用阿托品处理ꎬＨＲ>９０ 次 / ｍｉｎ 时使用艾司洛尔ꎬ
出现高血压或者低血压时使用血管活性药ꎮ 术中调整丙泊酚

及瑞芬太尼用量维持 ＢＩＳ 值在 ４０ ~ ５０ꎮ 预计手术结束前 ３０
ｍｉｎ 停止输注顺式阿曲库铵ꎬ停止吸入七氟烷ꎮ 手术结束后

送入复苏室ꎬ患者神志清楚ꎬ潮气量 > ３００ ｍｌꎬ 呼吸频率 < ３０
次 / ｍｉｎꎬ予以吸痰拔出气管导管ꎮ 吸空气状态下 ＳｐＯ２ > ９１％
并可保持至少 ２０ ｍｉｎ 予以送回病房ꎮ

３.观察指标:记录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Ｔ０) 、插管完成后

( Ｔ１) 、建立气腹后( Ｔ２) 、肿瘤切除后( Ｔ３) 、拔管即刻( Ｔ４) 患
者 ＨＲ、ＳＢＰ 和 ＤＢＰꎬ记录手术时间、手术中丙泊酚以及瑞芬太
尼使用量ꎬ以及患者在麻醉复苏室停留时间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ｘ
±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ꎬ计数资料以例数( ｎ) 表示ꎬ组间比较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本实验共纳入 ８０ 例患者ꎬ每组各

２０ 例ꎮ ４ 组患者年龄、性别比例、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及手术时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局麻下行桡动脉穿刺置管ꎬ连接监护仪ꎬ监测患者 ＨＲ、ＳＢＰ、
ＤＢＰ、ＥＣＧ 和 ＳｐＯ２ ꎮ Ｄ１、Ｄ２、Ｄ３ 组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静脉持

续输注右美托咪定ꎬ总剂量分别为 ０.２５ μｇ / ｋｇ、０.５ μｇ / ｋｇ 和 １
μｇ / ｋｇꎬＣ 组输注生理盐水 ７.５ ｍｌꎮ 麻醉诱导采用快速诱导插
管ꎬ静注咪唑安定 ０.０５ ｍｇ / ｋｇꎬ依托咪脂 ０.３ ｍｇ / ｋｇꎬ芬太尼 ０.

００５ ｍｇ / ｋｇꎬ顺式阿曲库铵 ０.２ ｍｇ / ｋｇꎮ 给氧去氮 ３ ｍｉｎ 后明视
下行气管插管ꎬ插管完成后连接麻醉机设置呼吸参数ꎬ吸入氧
浓度 ６０％ꎬＲＲ １２ 次 / ｍｉｎꎬ潮气量 １０ ｍｌ / ｋｇꎬ吸呼比 １ ∶ ２ꎬ维持

男/ 女

组别
Ｄ１ 组( ｎ ＝ ２０)
Ｄ２ 组( ｎ ＝ ２０)
Ｄ３ 组( ｎ ＝ ２０)
Ｃ 组( ｎ ＝ ２０)

四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ＢＭＩ

年龄

( 例)

( ｘ
±ｓꎬ岁)

( ｘ
±ｓꎬｋｇ / ｍ )

１３ / ７

５９.６±４.１

２４.２±３.９

１１ / ９

１０ / １０
８ / １２

５９.３±４.６

２

２４.５±４.６

６１.１±３.８

２３.８±４.２

６０.４±４.１

２３.９±４.４

ＡＳＡ Ⅰ / Ⅱ级
( 例)
１１ / ９
８ / １２

１０ / １０
１３ / ７

２.患者不同时间点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 的比较:与 Ｔ０ 时比较ꎬ

ＰＥＴＣＯ２ 在 ３５ ~ ４０ ｍｍＨｇꎮ 手术开始前静注芬太尼 ０. ４ ｍｇꎮ

Ｃ 组 Ｔ１ ~ Ｔ４ 时 ＨＲ 明显增快( Ｐ< ０.０５) ꎬＴ１ 时 Ｄ２、Ｄ３ 组 ＨＲ

０.０５ ~ ０.１５ ｍｇ / ｋｇ / ｈꎬ瑞芬太尼 ３ ~ ８ μｇ / ｋｇ / ｈꎬ右美托咪定 ０.５

Ｔ４ 时 Ｄ２ꎬＤ３ 组 ＨＲ 明显慢于 Ｃ 组和 Ｄ１ 组ꎬＳＢＰ 明显低于 Ｃ

麻醉维持:四组均持续输注丙泊酚 ３ ~ ８ ｍｇ / ｋｇ / ｈꎬ顺阿曲库铵

μｇ / ｋｇ / ｈꎬ持续吸入七氟烷 １％ꎮ 术中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表２
指标
ＨＲ

组别

Ｄ１ 组( ｎ ＝ ２０)
Ｄ２ 组( ｎ ＝ ２０)
Ｄ３ 组( ｎ ＝ ２０)

ＳＢＰ

ＤＢＰ

Ｃ 组( ｎ ＝ ２０)

Ｄ１ 组( ｎ ＝ ２０)
Ｄ２ 组( ｎ ＝ ２０)
Ｄ３ 组( ｎ ＝ ２０)
Ｃ 组( ｎ ＝ ２０)

Ｄ１ 组( ｎ ＝ ２０)
Ｄ２ 组( ｎ ＝ ２０)
Ｄ３ 组( ｎ ＝ ２０)
Ｃ 组( ｎ ＝ ２０)

明显慢于 Ｃ 组( Ｐ<０.０５) ꎬＳＢＰ 明显高于 Ｃ 组( Ｐ< ０.０５) ꎬＴ２ ~
组和 Ｄ１ 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四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 的比较( ｘ
±ｓ)
Ｔ０ 诱导前

Ｔ１ 插管后

Ｔ２ 气腹后

Ｔ３ 肿瘤后

Ｔ４ 拔管后

７５.８±８.３

７６.８±７.６ ａ

７４.６±８.７ ａｂ

６５.５±７.４ ａｂ

７２.５±７.３ ａｂ

７６.２±６.７
７４.６±８.５
７４.５±８.１

１３０.５±１２.２
１２５.６±１０.３
１２７.４±９.８

８０.１±７.１
７４.４±７.５

８４.６±９.６
１０２.４±９.３

ａ
ｃ

１１３.４±１０.２ ａ

１２９.５±１０.１

１１４.６±８.４
９９.７±１０.７

７６.４±７.５

７２.３±８.６

７７.６±８.１
７８.５±７.９
７６.８±８.２

ａ

６８.９±９.３
７１.３±７.４
６５.４±９.１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 Ｄ１ 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与 Ｔ０ 比较ꎬｃＰ<０.０５

３.患者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使用量、手术时间、ＰＡＣＵ 停

８０.５±１０.１
７２.６±７.８

ａｂ

８２.４±８.４
１２９.８±１１.９
ｃ

１１７.５±１０.７ ａｂ
１１４.８±１２.８
１３４.４±１３.８
７７.５±８.８
７３.３±９.５
７２.０±６.１
７８.１±９.７

ａｂ

７２.６±９.１
６３.２±７.９

ａｂ

７６.３±７.５
１２６.８±１１.７
ｃ

１１５.６±１２.１ ａｂ
１１３.８±１３.５
１３０.１±１２.９
７６.８±７.６
７１.５±６.９
７１.７±７.１
７７.６±８.１

ａｂ

７８.６±８.４

６９.７±８.４ ａｂ

８２.３±７.８ ｃ
１２９.６±１２.４

１１８.６±１１.６ ａｂ
１１５.９±１１.９ ａｂ
１３１.８±１２.８
７７.２±７.５
７２.３±８.１
７０.１±７.６
７８.２±８.５

留时间的比较:Ｄ２、Ｄ３ 组丙泊酚及瑞芬太尼使用量显著低于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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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组和 Ｄ１ 组( Ｐ<０.０５) ꎬＤ２ 组在复苏室停留时间明显低于 Ｃ
组和 Ｄ３ 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四组患者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使用量、手术

组别
Ｄ１ 组( ｎ ＝ ２０)
Ｄ２ 组( ｎ ＝ ２０)
Ｄ３ 组( ｎ ＝ ２０)
Ｃ 组( ｎ ＝ ２０)

时间、ＰＡＣＵ 停留时间的比较( ｘ
±ｓ)
丙泊酚

瑞芬太尼

５４２±３５ ａｂ

６３３±４１ ａｂ

( ｍｇ)
５８３±４２

４８９±３１
６１２±３７

ａｂ

( μｇ)
９０１±３６

６２１±３９
９２４±４２

ａｂ

手术时间 ＰＡＣＵ 停留
( ｍｉｎ)
１５４±２７
１６５±３５
１５８±３１
１６６±２５

时间( ｍｉｎ)
４１±１４
３９±１０ ａｃ
４６±１５
４５±１６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 Ｄ１ 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与 Ｄ３ 组比较ꎬ

ｃＰ<０.０５

讨论 结直肠肿瘤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发病率最高ꎬ每
年约造成 ７０ 万人的死亡 [５] ꎮ 目前手术根治仍然是结直肠肿
瘤首选治疗手段ꎮ 近几十年来ꎬ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ꎬ腹腔
镜下结直肠肿瘤根治手术已成为主流治疗方式ꎬ相比于传统
开放手术ꎬ腹腔镜手术具有对患者创伤小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低ꎬ住院时间短等优势 [６] ꎮ 结直肠肿瘤根治手术术前需要严
格肠道准备ꎬ以方便手术操作ꎬ减少吻合口瘘ꎬ降低术后感染
发生率ꎬ目前国内医院多采用全肠道灌洗法ꎮ 然而由于短期
内腹泻ꎬ排便量增多ꎬ肠道准备后的患者更易于发生水和电解
质紊乱ꎬ容量不足ꎬ造成麻醉诱导后低血压发生率高 [７] ꎮ 持
续的低血压会影响组织灌注ꎬ加重器官缺血ꎬ造成不同程度脏
器功能损害ꎮ 手术切皮ꎬ腹腔镜气腹的建立ꎬ肿瘤的切除ꎬ拔
除气管导管等操作对患者来说属于相当大的刺激ꎬ会通过增
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分泌功能ꎬ引起患者血浆中儿
茶酚胺和糖皮质激素含量升高ꎬ造成心率加快ꎬ血压升高等一
系列心血管反应ꎬ对维持患者麻醉手术过程中血流动力学稳
定造成不利影响 [８] ꎮ 糖皮质激素异常分泌过多会阻碍组织
损伤修复ꎬ延缓组织愈合ꎬ降低机体抵抗力ꎬ造成内环境及代
谢的紊乱 [９] ꎮ 全身麻醉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的镇静镇痛ꎬ减
轻过度的应激反应ꎮ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度选择性 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
剂ꎬ其与 α２ 受体的亲和力是 α１ 受体的 １６００ 倍ꎮ 右美托咪定
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的 α２ 受体产生相
应药理作用ꎬ具有镇静镇痛ꎬ减轻应激反应等多重作用ꎬ目前
广泛应用于麻醉手术过程中以及重症监护中 [１０] ꎮ 有研究表
明全身麻醉诱导前静脉给予右美托咪定的负荷量ꎬ术中持续
静脉输注右美托咪定有利于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ꎬ并且可以
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用量 [１１] ꎮ 对于腹腔镜下行结直肠肿瘤
根治手术的患者ꎬ由于术前的胃肠准备造成患者容量相对不
足ꎬ麻醉诱导之后容易发生血压明显下降ꎬ血流动力学改变较
为剧烈ꎬ常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１２] ꎮ 而在
手术切皮ꎬ切除肿瘤ꎬ以及拔除气管导管等操作由于刺激很
大ꎬ血压容易急剧升高ꎬ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增加 [１３] ꎮ 麻
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给予右美托咪定一个负荷量ꎬ麻醉诱导以及
之后气管插管的过程中血流动力学更趋于稳定ꎬ术中发生各
种应激反应的情况下患者的心率ꎬ血压变化幅度也相应的减
小ꎮ 然而短时间内给予负荷剂量过大会造成心动过缓ꎬ血压
升高ꎬ同时麻醉复苏时间也相应延长ꎬ剂量过低则似乎对维持
血流动力学稳定ꎬ减轻应激反应效果不明显 [１４] ꎮ 本实验通过
设置不同的负荷剂量ꎬ探讨其对患者血流动力学ꎬ全身麻醉药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使用总量ꎬ以及复苏时间的影响ꎮ 结果发现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予以 ０.５ μｇ / ｋｇ 的负荷剂量ꎬ继之以 ０.５ μｇ / ｋｇ / ｈ 持续静
脉泵注右美托咪定ꎬ可以有效的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ꎬ减
小在麻醉诱导后ꎬ气管插管即刻ꎬ外科切皮时ꎬ切除肿瘤时ꎬ以
及拔除气管导管即刻患者血压ꎬ心率的波动幅度ꎬ同时减少药
物在体内的蓄积ꎬ缩短患者在 ＰＡＣＵ 的复苏时间ꎮ
综上所述ꎬ麻醉诱导前 １０ ｍｉｎ 予以 ０.５ μｇ / ｋｇ 的负荷剂
量ꎬ继之以 ０.５ μｇ / ｋｇ / ｈ 持续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ꎬ可以更加
有效地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ꎬ同时减少麻醉药用量ꎬ缩短
复苏时间ꎬ可以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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