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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脑膜瘤术中瑞芬太尼联合异氟烷控制性降压效果观察

刘刚，陈兰仁

[摘要】目的：观察异氟烷麻醉下瑞芬太尼控制性降压在脑膜瘤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术野质量及对应激反应的影响。方珐：40例

般～I一Ⅱ级择期脑膜瘤手术，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R组)及硝普钠组(F组)控制性降压。对比两组麻醉前及控制性降压期间血
压、心率及术野质量。结果：两组控制性降压期间收缩压、平均动脉压均低于麻醉前(JP<O．01)。R组控制性降压期间收缩压、平

均动脉压、心率值均低于F组(P<O．01)。趋势图显示：R组心率较F组平稳。R组术野质量明显好于F组(P<O．01)。结论：

脑膜瘤手术中瑞芬太尼控制性降压可达理想的降压效果，术野质量高，有效的抑制术中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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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刚(19r72一)，男，主治医师． 低心肌收缩力等优点，但易出现反跳性高血压，心动

力不可逆并持续下降。多种因素可促进PVR的形

成，PVR又是视网膜再脱离的主要原因。本组2例白

内障的发生与玻璃体腔内全氟丙烷填充、患者采取正

确的体位有关。(3)加压块的松落与排斥反应也增加

视网膜脱离复发的风险。此外，术后的观察和护理，

对并发症的处理是否及时，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也是

不可忽视的因素。本组复发l例是由于术后参加劳

动外伤所致。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巩膜外路手术解剖复位具有

较高的成功率，但由于影响因素较多，其视功能的恢

复仍不理想，因此，尽可能改善患者的视功能，提高其

生活质量，是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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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速，快速耐药性，术中应激反应明显‘¨。瑞芬太

尼是新型的阿片¨受体激动剂，起效迅速，半衰期

短，与异氟烷合用可降低血压和应激反应。本文探

讨瑞芬太尼联合异氟烷控制性降压在脑膜瘤手术中

的应用效果、术野质量及对应激反应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期脑膜瘤手术患者40例。男

26例，女14例；年龄20～60岁。美国麻醉医师协

会术前分级(ASA)I一Ⅱ级，术前心、肺、肝、肾功

能无异常，贫血、凝血功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及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患者除外，随机分为瑞芬太尼

组(R组)和硝普钠组(F组)，各20例。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体重、AsA、达目标血压时间、控制性降

压起效时间均具有可比性(尸>0．05)(见表1)。

表l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li=20)

△示，值 ．

1．2麻醉方法患者术前30 min肌肉注射地西泮

0．2 mg／kg，人手术室后监测血氧饱和度(SPO：)、

EcG、BP、HR，局麻下右桡动脉穿刺和右股静脉穿刺

置管测量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

开放静脉通路后，给予乳酸林格液10 mL／kg静脉滴

注(静滴)；胶体液用6％羟乙基淀粉，适量输入。

记录诱导前各项血流动力学参数为基础值。静滴咪

达唑仑0．06 mg／kg，芬太尼4斗g／kg，丙泊酚1．5—

2 m∥蚝，维库溴胺O．1一O．15 m∥kg行麻醉诱导，

气管插管后接Ohmeda麻醉机控制呼吸，潮气量

lO mL／kg，呼吸频率12一15次／分，呼吸比1：1．5，麻

醉维持异氟烷持续吸入，控制术中异氟烷浓度

(1．4±0．2)％，呼气末C02分压为25—30 mmHg。

维库溴胺0．04 mg／kg间断静脉注射维持肌松。两

组均于手术结束前30 min停维库溴胺，取瘤止血后

停止控制性降压。手术结束后符合拔管指征时拔除

气管导管。

1．3降压方法控制性降压的目标是使MAP降至

基础值的60％一70％，降压期间MAP≥60 mmHg。

R组：瑞芬太尼l斗g／kg静脉注射，开颅后以0．3—

0．8斗g·kg～·“n叫持续泵人达到并维持MAP

60—80 mmHg，术中随时进行调整。F组：芬太尼

0．03～O．08斗g·kg～·min“持续泵入，开颅后从

1．0斗g·kg一·min一的速度开始给予硝普钠，每隔

30 s增加0．5“g·kg～·min’。，直到MAP达到降

压目标，术中持续控制性低血压，手术止血操作完成

后停止控制性降压。

1．4 监测指标 连续监测记录桡动脉收缩压

(SBP)、舒张压(DBP)、MAP及HR。术中于控制性

降压前及控制性降压后每5 min共8个时点记录心

率，描述其趋势。记录两组开始降压达到目标血压

时间。记录术中补液量，尿量和出血量，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0一10)和6点刻度表法评定术野质

量。于控制性低血压开始后每15 min测定一次术

野质量评分，取所得术野质量的均数作为该手术的

最终术野质量评分。

1．5统计学方法采用f检验和，检验。

2结果

降压期间SBP、MAP均低于麻醉前(P<0．01)。

两组血压值比较，R组血压值和心率均低于F组

(P<O．01)(见表2)。趋势图显示该时段R组心率

均较F组平稳(见图1)。术中两组尿量均维持在

1．5 m1．kg～·h一以上，补液量总量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尸>0．05)，R组出血量较F组明显减少

(P<O．01)，6点刻度表法和VAs评分均低于R组

(尸<0．01)(见表3)。

表2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比较(ni=20；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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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两组患者液体出入量及术野评分比较(凡。=20；互士s)

3讨论

脑膜瘤手术由于血管丰富，出血量多，为了减少

出血量，创造一个良好手术野，常进行控制性降压。

单独应用高浓度异氟烷可进行控制性降压，但会引

起心血管过度抑制，脑血流量增加，脑水肿恶化，术

后苏醒延迟等副作用，只能作为控制性降压的辅助

用药⋯。血管扩张药硝普钠是目前最常用的降压

药物，它直接扩张动脉平滑肌，降低血压及心脏后负

荷，大剂量时扩张静脉，回心血量减少，引起严重低

血压，同时应用硝普钠降压可反射性的引起交感肾

上腺系统兴奋，应激激素增加，引起心率增快及血压

的剧烈波动。另外，应用硝普钠可出现快速耐药性

及停药后反跳性高血压。瑞芬太尼是超短效阿片斗

受体激动剂，在体内被广泛存在于血浆、红细胞、间

质组织中的酯酶水解，不依赖肝脏生物转化和肾脏

排泄。其快速的起效和消退可以允许麻醉过程中使

用多量的瑞芬太尼，而不影响血流动力学稳定和麻

醉的恢复一J J。

瑞芬太尼控制性降压可能机制Hq J：(1)自主

神经或中枢神经受到抑制；(2)瑞芬太尼抑制术中

儿茶酚胺类物质的释放，主要是肾上腺素的释放；

(3)动物实验表明瑞芬太尼通过内皮依赖机制，从

内皮释放前列环素合一氧化氮扩张血管；(4)其降

低血管阻力时无组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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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在脑膜瘤手术中瑞芬太尼联合异氟

烷进行控制性降压很快达到目标血压，明显抑制伤

害性刺激引起的应激反应、心率一直处在正常较低

水平，这种良好的控制性降压，一直维持到术后，停

药后也未出现反跳性高血压。这种血压的平稳恢复

正是脑膜瘤手术所需要的。本研究还发现，瑞芬太

尼联合异氟烷控制性降压，与硝普钠相比，心率明显

减慢，出血明显减少，从而满足了外科医师对术野质

量的要求。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术中出血与术中血

压没有必然的联系，控制性降压时，反射性心动过

速，血管扩张，输出量增加，反而引起出血增多。现

已证明艾司洛尔控制性降压减慢心率的同时，可反

射性使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致周围血管有收缩趋势，

MAP降低，体循环血管阻力增高，术野出血减少【8J。

瑞芬太尼联合异氟烷控制性降压出血减少可能是瑞

芬太尼抑制心率作用的结果。

与传统的控制性降压相比，瑞芬太尼联合异氟

烷控制性降压用于脑膜瘤手术可以达到理想的低血

压水平，血流动力学较前者稳定，明显减少出血量，

提高术野质量，有利于手术操作，有效的抑制术中应

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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