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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漏、支架移位、截瘫（与外科手术相比明显降低）、
再灌注损伤等，笔者认为选择适宜的病例及ＥＳＧ，再
加上操作者熟练的导管技术可使上述并发症大大

［Ｊ］．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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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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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结果表明，ＥＳＧ植入术具有创伤小、操作简

［５］

差而不能耐受传统外科手术的高危患者，扩大了手
术适应证。因此，ＥＳＧ植入术可有效治疗动脉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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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２３６－０３

瑞芬太尼泵注全麻用于儿童扁桃体切除术的临床观察
陈强。徐志云，石伯生，黄丽
［摘要］目的：观察瑞芬太尼泵注全麻用于儿童扁桃体切除术的可行性和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择期进行扁桃体切除术患儿４８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４例，分别以瑞芬太尼泵注及芬太尼静脉注射诱导及维持麻醉，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血流
动力学变化及术毕患儿清醒拔管时间，并观察术中、术后不良反应。结果：瑞芬太尼泵注全麻，作用起效快，术中可维持较好
的麻醉深度，术毕苏醒迅速，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瑞芬太尼泵注全身麻醉用于儿童扁桃体切
除术切实可行且安全有效。
［关键词］扁桃体切除术；瑞芬太尼；麻醉，全身；儿童．住院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Ｒ

７６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扁桃体摘除手术以儿童多见。此类手术时间
短，咽喉部刺激较强，术后要求完全苏醒。以往行切

１资料与方法

病例选择选择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

除术用快速挤切法，大多数患儿难以配合，易形成切

１．１

除不彻底、术后出血等。近年来多选择气管插管静

择期行扁桃体摘除术患儿４８例，年龄４一１３岁，体

吸复合全麻，但苏醒时间长，术后易烦躁，并发症较

重１４～４３

ｋｇ，ＡＳＡ

Ｉ一Ⅱ级，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

’多。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好的麻醉方法。瑞芬

（观察Ａ组）和芬太尼组（对照组），每组２４例。两

太尼（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是新型的斗一阿片样受体激动剂，

组患儿年龄、性别、体重、麻醉时间、手术类型组间差

药效强、起效迅速、代谢清除快，在小儿麻醉中的应
用少见报道…。本文观察其用于小儿麻醉的可行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药物均为

性、安全性及临床效果，以期为／ｂＪＬ麻醉用药提供新
思路。

人福药业有限公司产品。
表１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比较（孑±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０６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通中医院麻醉科，江苏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

［作者简介］陈强（１９７０一）。男。主治医师．

△示Ｘ２值

２３７

两组患儿人室后常规连接好

患儿停药至气管拔管、苏醒、清醒的时间（以停药至

Ｄａｔｅｘ—Ｏｈｍｅｄａ型多功能监护仪监测收缩压（ＳＢＰ）、

哭闹为苏醒时间，停药至完全清醒为清醒时间）；

１．２

麻醉方法

舒张压（ＤＢＰ）、心率（ＨＲ）、脉搏氧饱和度（ＳｐＯ：）。

（３）观察两组患儿术中有无心动过缓及血压下降，

开放静脉，静脉注射地塞米松０．１ ｍｇ／ｋｇ。观察组

若有则给予相应处理；（４）观察患儿拔管后并发症

麻醉诱导：咪达唑仑０．１ ｍｇ／ｋｇ，丙泊酚２—２．５

及不良反应。

ｍｓ／ｋｇ，阿曲库胺０．８ ｍｇ／ｋｇ，缓慢注射瑞芬太尼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ｑ检验、ｔ检验和

２斗ｇ／ｋｇ（２０ ｐ。ｇ／ｍｉｎ）。行气管插管后，呼吸机正压

∥检验。

通气，潮气量８～１０ ｍｌ／ｋｇ，呼吸频率每分钟Ｊ２—１６

２

次，吸入氧浓度１００％。麻醉维持：瑞芬太尼泵注速

结果
两组患儿麻醉期各时间点血液动力学变化

率０．２—０．２５¨ｇ·ｋｇ～·ｍｌ‘ｎ～；丙泊酚泵注速率

２．１

７５～１００斗ｇ·ｋｇ～·ｍｉｎ～；阿曲库胺据情每次追加

观察组５例，对照组２例术中发生心动过缓，给予阿

ｍｇ／ｋｇ，术中不吸入异氟烷。术毕停止泵注瑞芬

托品０．２５ ｍｇ静脉注射后好转，两组患儿各时间点

０．１

太尼及丙泊酚，待患儿自然清醒自主呼吸恢复后拔

的血液动力学变化见表２。

出气管导管，送回病房。对照组麻醉诱导：静脉注射

２．２

咪达唑仑０．１ ｍｇ／ｋｇ，芬太尼２斗ｇ／ｋｇ，丙泊酚２～

管拔管时间比较

两组患儿术毕苏醒时间、清醒时间及停药至气

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Ｐ＜

ｍｓ／ｋｇ，阿曲库胺０．８ ｍｇ／ｋｇ，其余条件与观察组
相同。麻醉维持：芬太尼间断静脉注射，每３０ ｍｉｎ

０．０５一Ｐ＜０．０１）（见表３）。

追加１斗ｇ／ｋｇ，丙泊酚泵注速率５０—７５斗ｇ·ｋｇ～·

组患儿术前、术中ＳｐＯ：无明显变化，观察组和对照

ｍｉｎ～；阿曲库胺据情每次追加０．１ ｍｇ／ｋｇ，吸入异
氟烷浓度为１．５％一２．５％。术毕停用麻醉药，待患

组患儿在气管拔管后Ｓｐ０２＜９０％，上呼吸道梗阻或
屏气的发生率分别为１２．５％和２０．８％，差异无统计

儿自然清醒、自主呼吸恢复后拔出导管，送回病房。
１．３监测指标
（１）术中分别记录两组患儿诱导

学意义（Ｙ２＝０．６０，Ｐ＞０．０５）。两组患儿术毕返回
病房均发生不同程度恶心呕吐（Ｐ＞０．０５），患儿术

２．５

２．３

两组苏醒期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

前、插管前、插管后１ ｍｉｎ、插管后５ ｍｉｎ、停药时、拔

后苏醒期躁动的发生率观察组较对照组增多（Ｐ＜

管时、清醒时各时间点ＳＢＰ、ＤＢＰ、ＨＲ；（２）观察两组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两组围麻醉期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ｎｉ＝２４；孑±ｓ）

ｑ检验：与诱导前比较｝￥Ｐ＜Ｏ．０１

３讨论
慢性扁桃体炎是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扁桃

盏黝鬣篙搿嚣簇奋药易
以保证手术结束后苏醒迅速，各种生理反射尽快恢

２３８

复。异氟烷一丙泊酚静吸复合全麻是目前临床常用

衡，降低血浆血栓素Ｂ：／前列腺Ｆ。比值，有效抑制

的麻醉方法，具有麻醉相对平稳、镇静镇痛完善等优

机体的应激反应＂１。同时，也应充分认识瑞芬太尼

表３两组术后恢复情况比较（，ｌ。＝２４；亚±ｓ）

的副作用，如可引起血压下降、心率减慢等，这可能
与瑞芬太尼直接作用于血管及斗阿片受体类药物
兴奋迷走神经和抑制窦房结有关。瑞芬太尼的血管
扩张作用既有内皮依赖性机制，促使内皮释放前列
环素和ＮＯ，产生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又有非内皮
依赖性机制，抑制电压门控的钙离子通道【８ Ｊ。林鹏
焘等旧１认为术前给予长效抗胆碱类药（如格隆溴

△示，值

铵）和补足有效循环血量，有助于减少瑞芬太尼引

点，但达到合适麻醉深度需要一定时间，且芬太尼、

起的心动过缓和血压下降。由于瑞芬太尼代谢半衰

异氟烷都是代谢较慢的麻醉药，而幼儿的大脑调节

期极短，术毕停药后血浆浓度很快下降，镇痛作用迅

能力差，苏醒时易出现烦躁而引起相应并发症，达完

速消失，患儿会感到疼痛。而芬太尼在体内有部分

全清醒时间长，难以符合手术医师及患儿家属的要

蓄积作用，即便只是手术开始时追加一点，术毕时其

求。据统计，／ｂＪＬ在全身麻醉后呼吸道梗阻的发生

血浆浓度可能仍然在镇痛浓度范围。瑞芬太尼组苏

率极高，这往往与麻醉药物的残余作用有关。瑞芬

醒期的躁动明显多于芬太尼组，可能与术后疼痛有

太尼是新型的仙阿片受体激动剂，镇痛作用起效

关，可考虑及时使用镇痛剂提前干预¨０｜。本文观察

快，消失也快，作用时间短而强旧ｊ，镇痛效果是芬太

组患儿中仍有４例发生恶心、呕吐，考虑与手术刺激

尼的１．５～３倍旧Ｊ，与其它阿片类药物相似，药效与

咽喉部及与患儿哭闹有关，对照组有５例发生，考虑

副作用呈剂量依赖性，可致剂量依赖性血压过低、心

是上述原因及芬太尼、异氟烷没有完全代谢所致。

动过缓。因瑞芬太尼再分布时间短，输注１ ｒａｉｎ后其

术中给予止吐药可预防术后恶心、呕吐反应。故瑞

血药浓度在３～６ ｍｉｎ内即减低５０％。不论静脉输

芬太尼泵注全麻与传统的静吸复合全麻相比较，可

注时间多长，静脉即时半衰期（恒速静脉输注中，停

以提供完善的镇痛，快速苏醒及可控性强，用于儿童

止输注后血浆药物浓度下降５０％所需时间）不受输
注时间长短影响Ｌ４ Ｊ，持续输注后，在体内快速分布

扁桃体切除术是一种较好的麻醉选择。

和清除，与给药持续时间无关。停止给予瑞芬太尼

【

子中含有酯键，起效迅速，主要经血液和组织中的非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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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娅仪，徐振邦．瑞芬太尼的药理学和临床应用［Ｊ］．中国新
药与临床杂志，２００１，２０（２）：１４２—１４６．

［６］Ｎｏｓｅｉｒ ＲＫ，Ｆｉｃｋｅ ＤＪ，Ｋｕｎ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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