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一, 有关文献报道,由新生儿期高胆引起的听力损

害位于第二位, 特别是在生后体重<1 500g 的早产

儿,这一病因仅次于生后应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或

接触其他毒性物质[ 2] 。BAEP 记录的是听觉传导通

路中的神经电位活动, 反映耳蜗至脑干相关结构的

功能状态 。BAEP 对听路损害类型和程度的判断是

通过评价波 Ⅰ及 Ⅲ 、Ⅴ波缺失及潜伏期 、波间潜伏

期,判断周围性听路损害或脑干中枢听力损害[ 3] 。

本组高胆新生儿 BAEP 检测异常率为 47.6%,

BAEP 异常改变大多数以周围性听力损害为主。病

变主要为听神经及耳蜗受累。本资料结果显示:高

胆C 组, 血清胆红素浓度>342 μmol/L, BAEP 异常

率为 55 .2%, 高胆 A 组 、B 组异常率分别为 25%、

33.3%,说明随血清胆红素浓度增高, 检测异常例数

增加, BAEP 的异常率也愈高, 异常改变愈明显。表

现为波形不清或缺失, Ⅰ波 、Ⅴ波潜伏期延长 。反映

听觉通路周围部分与中枢部分的不完全损害, 从而

损害了正常听觉神经传导的功能,这也提示血清胆

红素过高是导致神经毒性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通

过BAEP可诊断这种暂时性亚临床胆红素神经中

毒。在临床治疗中密切监测 BAEP 变化, 能使胆红

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发生可逆性改变。及时给

予干预治疗,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是防止听力损害

的重要措施。

本组资料结果还显示:高胆A 组 、B 组, 即轻度 、

中度高胆患儿也可发生听力损害,提示新生儿高胆

在临床尚无明显的脑病症状和体征时,其脑干听觉

功能已存异常改变, 故对高胆新生儿, 无论其黄疸程

度如何,均应密切观察, 适时干预,以防病情恶化发

生胆红素脑病 。有研究表明,不管听力损害的程度

是轻度或极重度,只要在 6个月月龄前被发现, 且患

儿的认知能力正常, 经过干预后患儿语言能力基本

上能达到正常水平[ 4] 。

BAEP 在儿科领域已广泛应用, 其检测能全面

反应听神经功能的生理过程及病理现象, 可判断听

力损害的部位 、程度及估计预后 。是一非损伤性检

查,又不受睡眠和镇静剂的影响, 故 BAEP 可作为高

胆新生儿早期听力筛查, 指导治疗及以后监测的有

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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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侧弯矫形手术中,脊髓损伤是至今未能完全避免的

严重并发症,如能早期发现手术过程中的脊髓牵拉或压迫,

则可能避免脊髓永久性损伤。 术中唤醒试验( wake up test,

WUT )可早期发现脊髓损伤。我院近期在 6 例脊柱侧弯矫

形手术中,将丙泊酚( propo fol)经微泵输注静脉麻醉技术应用

于唤醒试验,效果理想, 现作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 例为我院 2003 年 1 月～ 2004 年 9 月脊

柱侧弯矫形手术患者,其中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14 ～ 19 岁。

ASA 分级Ⅰ ～ Ⅱ级,心 、肝 、肾功能无明显异常, 肺功能轻至

中度通气功能障碍者 3 例。 术前就术中唤醒试验向患者反

复交待清楚,以取得合作, 并和手术医师约定, 在需要唤醒前

约 30 min 提醒,以便为唤醒创造条件。

1.2　方法　全麻诱导用咪达唑仑( midazolam) 0.1 mg/ kg、丙

泊酚 1.0～ 2.0 mg/ kg、芬太尼( fentany l) 2 ～ 4 μg/kg、维库溴

铵( vecuronium) 0.1 ～ 0.15 mg/kg 静脉注射。麻醉维持吸入

0.5%～ 2.0%恩氟烷( enflurane) , 辅以间断静脉注射芬太尼

和维库溴铵。术中连续监测 ECG、BP 、SpO 2 和尿量变化, 必

要时做血气分析( 2 例) 。根据术前和手术医师的约定, 估计

需要唤醒前 30 min 提醒,停用肌松药和恩氟烷,先静脉注射

丙泊酚 1～ 1.5 mg/kg、芬太尼 1 ～ 2 μg/ kg, 然后用微泵经静

脉持续注射丙泊酚 4 ～ 8 mg·kg-1·h-1, 唤醒前 10 min 停丙

泊酚,以 5 L/ min 氧流量人工手法控制呼吸以加快吸入药的

排出 ,然后和手术者配合对患者进行唤醒试验, 以监测脊髓

265蚌埠医学院学报 2005年 5月第 30卷第 3期

DOI :10.13898/j.cnki .issn.1000-2200.2005.03.034



功能。

2　结果

　　手术时间 3.5～ 6 h,出血量 600 ～ 1 200 ml。 6例患者均

成功唤醒,其中 4 例 5 ～ 15 min 内唤醒, 能按要求活动四肢,

2 例用阿托品 0.02 mg/ kg 及新斯的明 0.02 mg/kg 拮抗肌松

药的残余作用后,完成唤醒动作。 2 例唤醒时有较明显躁动,

血压 、心率波动明显, 其中 1 例为使用阿托品和新斯的明拮

抗的患者。其余 4 例血压 、心率也有一定程度升高, 但波动

不大, 1 例唤醒前出现血流动力学剧变(心率突然增快, 血压

升高明显) , 可能是因脊髓或神经根过度牵拉及压迫而诱发,

经提醒术者处理后缓解,唤醒时未见双下肢活动障碍。唤醒

成功且确认无明显脊髓损伤后,迅速通过静脉和吸入途径加

深麻醉,顺利完成手术。术毕经恢复处理,均完全清醒,能按

要求活动双足趾,术后均未发生脊髓损伤。术后访视, 1 例患

者对术中唤醒情况有模糊记忆, 但无恐惧和不愉快的感觉,

其余 5 例对术中唤醒没有记忆。

3　讨论

　　脊柱侧弯矫形术最大的顾虑是脊髓损伤, 据统计, 术后

有大约 1%～ 4%的患者发生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 如脊柱器

械操作和过度牵拉而引起脊髓缺血导致截瘫,故术中应监测

脊髓功能[ 1] 。目前监测脊髓功能有两种方法:一是体感诱发

电位( SSEP) ,其优点为可以连续监测, 对脊髓后索功能连续

评估;缺点是监测容易受麻醉药物的影响, 且对运动功能(脊

髓前索) 受损情况的检出不可靠[ 2] 。另一种方法是唤醒试

验,即在脊柱操作和牵拉完成后, 让患者清醒, 令其活动腿

部[ 3] ,该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前者所必需的复杂设备, 操作简

单,缺点是不能持续监测, 唤醒需要一定的时间。采用传统

的全麻方法 ,患者个体差异很大, 唤醒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可控性难以保证。 本文采用的唤醒试验, 即吸入全麻过程

中,短时间采用丙泊酚持续输注加芬太尼间断给药, 利用了

丙泊酚起效迅速 、作用时间短 、可控性好及芬太尼镇痛作用

强等优点, 临床观察效果较理想 ,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可操

作性。

丙泊酚具有廓清率高 、清除半衰期短和无活性代谢的药

代动力学特点,是一种真正短作用的静脉全身麻醉药, 它几

乎完全符合静脉麻醉药的“黄金标准” 。丙泊酚起效快,麻醉

后苏醒迅速 、平稳 ,无肌肉不自主运动 、咳嗽 、呃逆等副作用,

极少引起恶心 、呕吐。丙泊酚对喉反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使麻醉后的患者易于耐受气管内导管。 这些特点使之非常

适合气管内麻醉中的短期唤醒。丙泊酚亚催眠剂量时,并不

增强实验性躯体痛的敏感性,且可产生短时间的镇痛。与芬

太尼合用,丙泊酚的诱导量可减少。 芬太尼为强阿片类镇痛

药,与丙泊酚合用, 可以为丙泊酚的静脉麻醉提供完善的镇

痛,两者的复合麻醉是近十年来最常用的麻醉组合。两者的

协同作用表现在:( 1)阿片类药物明显影响丙泊酚的分布与

消除过程,使患者血浆丙泊酚浓度增加;( 2)丙泊酚也可增加

阿片类药的血浆浓度。所以丙泊酚与阿片类药合用时,在诱

导意识消失和抑制手术刺激所致反应方面均显示明显的协

同,但在抑制伤害刺激反应方面的协同要比意识抑制的协同

作用强[ 4, 5] 。值得注意, 芬太尼剂量过大有可能与唤醒延迟

和患者对唤醒反应迟钝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们不主张使用纳

络酮拮抗,因为纳络酮将芬太尼镇痛作用逆转后, 患者可因

疼痛而躁动不合作, 导致循环波动明显, 特别是由此可能发

生脊髓损伤意外。此外,在无 SSEP 情况下,持续有创血压监

测甚有必要,可藉此尽早发现脊髓因牵拉 、压迫所发生的损

伤。因在脊髓急性损伤的最初数秒内,平均动脉压( M AP)会

突然迅速升高,并保持 2 ～ 3 min, 随后迅速下降而进入低血

压期[ 6] 。因此,如果没有连续的血压监测条件, 临床上很难

发现急性脊髓损伤后最早的升压反应。我们虽然观察到1 例

血流动力学变化较大的患者, 经提醒术者纠正后缓解, 但常

规的袖带测压还是很容易忽视,持续有创血压监测是我们以

后在该类手术中需要加强的监测手段。

麻醉过程应平稳, 特别是肌松监测应注意, 以免手术过

程中患者动弹致脊髓损伤,不应为了术中唤醒而过分减浅麻

醉,其不但导致患者术中知晓和疼痛,造成可能的精神创伤,

还可导致血流动力学的不稳定。

近年来, 关于 W UT 的麻醉方法报道很多, 如张家骏

等[ 7]将咪唑安定-氟吗西尼用于术中唤醒, 王成才等[ 8]将地

氟烷复合氧化亚氮用于小儿术中唤醒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我们临床观察,氟吗西尼的拮抗剂量不好掌握, 患者容易

出现躁动,而地氟烷和氧化亚氮的使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

制。我们采用丙泊酚持续输注加芬太尼间断给药技术,可明

显加快唤醒,唤醒过程中血压 、心率变化不大, 患者无痛苦记

忆,唤醒试验平稳 、安全和可控性强, 且技术成熟, 操作方便,

不失为一种满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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