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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米芬太尼和芬太尼分别联合丙泊酚诱导麻醉

对气管插管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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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雷米芬太尼和芬太尼分别联合丙泊酚诱导麻醉对气管插管前后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择 40例

择期手术患者, 随机均分为雷米芬太尼组和芬太尼组。采用丙泊酚 2 mg/kg、罗库溴胺 0.6 mg/kg诱导麻醉, 雷米芬太尼组采

用雷米芬太尼 2 μg/kg,芬太尼组采用芬太尼 3 μg/kg, 观察诱导前 (T1) 、插管前 1 min(T2)和插管后 2 min(T3)的收缩压

(SBP) 、舒张压 (DBP)和心率 (HR)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诱导后 SBP、DBP、 HR较诱导前均明显降低 (P<0.01), 插管后雷

米芬太尼组 SBP、DBP、HR基本接近诱导前值 (P>0.05), 芬太尼组 SBP、DBP均较诱导前明显升高 (P<0.01和 P<0.05) ,而

心率无明显差异 (P>0.05)。两组间 SBP、DBP和 H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雷米芬太尼 、芬太尼均能抑制

气管插管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但雷米芬太尼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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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remifentanil, fentanylcombinedwithpropofolininductionofanaesthesia

onhemodynamicchangesduringint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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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comparetheinfluencesofremifentanil, fentanilcombinedwithpropofoilonthehemodynamicchangesduring

intubation.Methods:Fortyoperationpatientsundergeneralanesthesiawererandomlydividedintotwogroups:groupR (group

remifentanil) andgroupF(groupfentanil).Anesthesiawasinducedwithintravenouspropofol2 mg/kgandrocuronium 0.6 mg/kg.

Remifentani2μg/kgwasusedingroupRandfentanyl3μg/kginGroupF.Thesystolicbloodpressure(SBP), diastolicbloodpressure

(DBP)andheartrate(HR)weremeasuredbeforeanesthesiainduction(T1 ), 1 minuteafterinduction (T2) and2 minutesafter

endotrachealintubation(T3).Results:Comparedwiththebaseline, bloodpressureandHRdecreasedsignificantlyafterinductioninthe

twogroups(P<0.01);afterendotrachealintubation, theSBP, DBPandHRingroupRreturnedtothebaseline(P>0.05).SBPand

DBPingroupFincreasedsignificantlyafterendotrachealintubation(P<0.05), butHRshowednodifference(P>0.05 ).SBP, DBP

andHRinthetwogroupsdifferedsignificantly(P<0.01).Conclusions:Remifentanilandfentanylcaninhibitcardiovascularresponse

duringintubation, andremifentaniismoreeffectivethanfentanyl.

[ Keywords] anesthesia, general;intubation, intratracheal;hemodynamic;remifentanil;fentanyl;propofol

　　芬太尼是临床应用广泛的抑制麻醉气管插管血

流动力学变化的阿片类药物,雷米芬太尼是新型 、强

效 、超短效的阿片类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本

文主要观察两者在气管插管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 7 ～ 12月, 我科行 ASA

Ⅰ ～ Ⅱ级全麻手术 40例,其中妇科手术 18例, 耳鼻

喉科手术 11例,外科手术 11例。随机分为雷米芬

太尼组和芬太尼组,每组 20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

龄 、体重之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术前无明显插管困难, 无心血管系统疾病, 无

阿片类药物及丙泊酚过敏史 。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i=20;x±s)

分组 年龄 (岁 ) 体重 (kg) 男　　女

雷米芬太尼组 36.7±5.6 60.0±6.9 11　　9

芬太尼组 34.5±6.3 63.9±12.0 10　　10

t 1.17 1.26 —

p >0.05 >0.05 1.000■

　　■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1.2　麻醉方法 　 ( 1)术前用药:麻醉前 30 min口

服地西泮 5 mg。 ( 2)麻醉方法:入手术室后开放外

周静脉,静脉输入晶体液 500 ml后开始诱导, 以诱

导前收缩压 (SBP) 、舒张压 (DBP) 、心率 (HR)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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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值。雷米芬太尼组以丙泊酚 2 mg/kg、罗库溴胺

0.6mg/kg、雷米芬太尼 (瑞捷产 ) (用生理盐水稀释

终浓度为 50 μg/ml) 2μg/kg, 60s内静脉推注快速

诱导;芬太尼组采用丙泊酚 2 mg/kg、罗库溴胺 0.6

mg/kg、芬太尼 3 μg/kg快速诱导。

1.2.3　术中监测　气管插管后接 Datex-Ohmeda麻

醉机控制呼吸, 日本 NIHONKONDEN多功能生命

监测仪连续监测 SBP、DBP、HR、心电图及血氧饱和

度 (SpO2 ) , 记录诱导前 (T1) 、插管前 1 min(T2)和

插管后 2 min(T3)的 SBP、DBP和 HR值。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 、q检验 、t检验和

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　结果

　　两组患者诱导后 SBP、DBP、 HR较诱导前均明

显降低 (P<0.01) , 雷米芬太尼组有 2例心率降至

46、50次 /分,未处理自行升至 60次 /分。插管后雷

米芬太尼组 SBP、DBP、HR基本接近诱导前值 (P>

0.05) ,芬太尼组 SBP、DBP均较诱导前明显升高 (P

<0.01), 而 H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雷米芬太尼组

插管后 2 min的 SBP、DBP和 HR均明显低于芬太

尼组 (P<0.01)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插管前后血流动力学变化 (ni=20;x±s)

分组 T1 T2 T3 F P MS组内

SBP( mmHg)

雷米芬太尼组 117.9±9.3 94.5±11.1＊＊ 114.9±11.0　 29.41 <0.01 110.233

芬太尼组 119.2±9.2 100.4±9.8＊＊ 129.7 ±12.4＊＊ 39.53 <0.01 111.480

　t 0.44 1.78 3.99 — — —

　P >0.05 >0.05 <0.01 — — —

DBP( mmHg)

雷米芬太尼组 71.9 ±7.4 56.5±8.8＊＊ 71.0±7.1 24.55 <0.01 60.870

芬太尼组 73.6 ±6.2 59.2±11.3＊＊ 80.2±9.2＊ 27.59 <0.01 83.590

　t 0.79 0.84 3.54 — — —

　P >0.05 >0.05 <0.01 — — —

HR(次 /分 )

雷米芬太尼组 79.3 ±5.8 69.1±6.1＊＊ 77.5±5.1 18.36 <0.01 32.287

芬太尼组 81.4 ±9.4 72.9±6.7＊＊ 86.7±9.5 13.01 <0.01 74.500

　t 0.85 1.88 3.82 — — —

　P >0.05 >0.05 <0.01 — — —

　　q检验:与 T1比较＊P<0.05, ＊＊P<0.01

3　讨论

　　气管插管是全麻的重要环节, 它能使交感神经

兴奋, 儿茶酚胺分泌增加, 导致心率增快, 血压增高,

尤其对合并高血压 、冠心病的患者极为不利 。常规

采用麻醉性镇痛药芬太尼以及 α、β受体阻滞剂 、钙

通道阻滞剂来降低插管的应激反应。

雷米芬太尼是新一代人工合成的超短效阿片类

麻醉性镇痛药,是 μ受体激动剂, 具有起效快 、作用

时间短等特点,能很好的抑制气管插管的应激反应。

雷米芬太尼与芬太尼的镇痛效价强度比为 1.34∶1,

故我们采用 2 μg/kg(雷米芬太尼 )∶3 μg/kg(芬太

尼 ) ,维持组间均衡 。

雷米芬太尼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是剂量依赖型

的, 当 2μg/kg时收缩压和心率有轻微的变化。本

组研究显示,两组患者诱导前后血压 、心率有明显降

低, 雷米芬太尼 、芬太尼对血流动力学抑制的可能机

制:( 1)对心肌的抑制和负性变时性, 使得心率减慢

和心肌收缩力减弱;( 2)直接扩张血管
[ 1]
;( 3)与丙

泊酚的协同作用有关。本组患者诱导前均预注晶体

容量负荷,以补充术前因禁食所造成的体液丢失,避

免循环剧烈波动,但效果不佳,有报道使用胶体有助

于循环稳定
[ 2]

, 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尝试使用。

插管后雷米芬太尼组循环变化明显小于芬太尼组,

与国内的研究相符
[ 3]

, 说明雷米芬太尼组麻醉深度

适中,芬太尼组麻醉深度偏浅 。雷米芬太尼是 μ受

体激动剂,能使心率降低,本组术前未使用抗胆碱药

物, 雷米芬太尼组有 2例心率降至 46、50次 /分, 未

使用抗胆碱药物,数秒后升至 60次 /分。雷米芬太

尼组患者无呛咳 、肌肉僵直等现象,可能与雷米芬太

尼的浓度低 、注射速度慢
[ 4]
有关 。罗库溴胺具有抗

迷走作用,是否能对抗雷米芬太尼所引起的心动过

缓, 尚需进一步确认 。

总之, 雷米芬太尼抑制气管插管的应激反应明

显优于芬太尼,但对年老体弱 、血容量不足及窦房结

功能低下的患者仍需注意剂量 、浓度和速度,避免导

致循环剧烈波动, 必要时需要使用足够的抗胆碱类

药物以及血管活性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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