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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窦腔受累，术中将肿瘤 自窦壁剥离并充分电灼局 

部硬膜，达到 Simpson 11级切除，经随访仅 2例复 

发，说明电灼硬膜可防止脑膜瘤的复发。因此，我们 

对不能完全剥离的残留薄层肿瘤组织亦尽可能进行 

电灼，以破坏肿瘤细胞和血供。未全切除或病理证 

实为不典型及恶性脑膜瘤者，可在术后 1个月行放 

疗或伽玛刀等治疗，减缓残 留肿瘤生长或防止复 

发 。受侵蚀的颅骨及脑膜应予以切除，早期我 

们用自体材料如筋膜等修补脑膜，颅骨磨去增生内 

板或者煮沸后复位，近期因人工材料较多，如果颅内 

压不高等均予以一期修补整复。 

总之，对皮质中央区的脑膜瘤，术前应充分研究 

其影像学资料，选择适当的手术人路，应用显微外科 

技术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皮层脑组织和血管的损 

伤，在提高全切除率的同时，又能减少严重并发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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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并避免手术死亡，使患者达到较满意的生存 

质量 。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忠诚．神经外科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464 ——466． 

[2] 沈晓黎，邓志锋，祝新根，等．皮质中央区窦旁镰旁脑膜瘤的显 

微外科治疗[J]．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06，11(4)：196— 

197． 

[3] 丁学华，卢亦成，陈克刚，等．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3，19(3)：226—227． 

[4] 叶伟，杨海城，陈赞，等．中央前沟人路中央前回深部病变的显 

微切除术[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4，20(6)：493—495． 

[5] 王飞，邓东风，刘宁涛，等．上矢状窦旁皮质中央区脑膜瘤的显 

微手术治疗[J]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28(3)：59—62． 

[6] Akagami R，Napolitano M，Sekhar LN．Patient—evaluated outcome 

after surgery for basal meningiomas[J]．Neurosurgery，2002，50 

(5)：941—949． 

[文章编号]1000—2200(2010)10—1027-03 ·临床 医学 · 

咪达唑仑联合芬太尼、丙泊酚用于人工流产术的麻醉处理 

邱庆荣 

[摘要]目的：观察咪达唑仑联合芬太尼、丙泊酚静脉麻醉用于人工流产术的镇痛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将健康早期妊娠、要求 

人工流产的妇女90例随机均分为3组 ：A组，选用丙泊酚2 mg／kg静脉麻醉；B组 ，先静脉推注(静注)枸橼酸芬太尼 1 g／kg 

后再静注丙泊酚 1．5～2 rag／kg；C组 ，顺序静注咪达唑仑 0．04 mg／kg、枸橼酸芬太尼 1 、丙泊酚 0．8～1．0 mg／kg。观察 3 

组患者丙泊酚用量 、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 、体动，记录诱导前后血压 、呼吸、血氧饱和度的变化。结果：A组丙泊酚用量 

(152．4±26．9)mg明显高于 B组(124．6±24．7)mg和 c组(8O．5±24．1)mg(P<0．01)；C组丙泊酚用量少于 B组 (P< 

0．01)；3组麻醉前后血压均有波动，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呼吸频率明显高于 B组和 C组(P<0．01)。结 

论：咪达唑仑联合芬太尼 、丙泊酚能有效地减少人工流产扩宫刺激引起的体动反应和丙泊酚的用量，对呼吸循环影响轻 ，不延 

长丙泊酚麻醉后的苏醒时间，不良反应少 ，麻醉质量高，是一种适合用于无痛人工流产手术的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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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术是广泛应用于避孕失败后妊娠的补 

救措施之一，手术中扩张子宫颈、术后子宫肌收缩的 

反应，常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疼痛与不适 。丙 

泊酚具有起效快、半衰期短、苏醒迅速而完全的特 

点，适用于门诊小手术。丙泊酚用于无痛人工流产 

术也多有报道 ，方法不一。2008年 9月至 2009 

年 5月，我科在人工流产手术中应用小剂量咪达唑 

仑联合芬太尼、丙泊酚静脉麻醉镇痛，取得满意效 

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孕 40～75天、要求无痛人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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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终止妊娠并无手术禁忌证的90例均分为3组，年 

龄 20～42岁。体重 40～70 kg。均为初次妊娠，心 

肺功能及心电图无异常，无高血压、癫痫疾病及药 

物、食物(鸡蛋和豆油)过敏史，无精神障碍，签署麻 

醉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术前常规禁食 4 h，手术开始前开放静 

脉通路输注5％GNS 10 ml／kg。麻醉准备：芬太尼稀 

释20 g／ml，丙泊酚 20 ml中加入 0．5 mg阿托品， 

咪达唑仑稀释 1 mg／ml。备好氧气和紧急气管插管 

的所需物品和急救药品。A组，单用丙泊酚静脉麻 

醉2 mg／kg；B组，先静脉推注(静注)枸橼酸芬太尼 

1 g／kg，2 min后静注丙泊酚 1．5～2 mg／kg；C组， 

顺序静注咪达唑仑 0．04 mg／kg、枸橼 酸芬太尼 

1 kg、丙泊酚 0．8～1．0 mg／kg。静注时 间为 

30 S～1 min，待孕妇意识完全消失后，开始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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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常规操作。术中孕妇有肢体反应时，追加丙泊酚 

0．5 mg／kg。静脉 给药后立 即常规鼻导 管给氧 

3 IMmin。同时注意调整患者头部位置，保持呼吸道 

通畅。术中监测血压(BP)、心率(HR)、呼吸(R)、 

血氧饱和度(SpO )。 

1．3 观察指标 (1)于术前、孕妇意识消失后、扩 

宫时、手术结束即刻监测收缩压(SBP)、HR及 SpO，。 

(2)记录3组丙泊酚的总用量和镇痛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q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3组患者年龄、体重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J Bengbu Med Coll，October 2010，Vo1．35，No．10 

2．2 3组循环系统指标比较分析 B组扩宫和手 

术结束即刻 HR均较 A组降低(P<0．01)；C组神 

志消失时、扩宫和手术结束即刻 HR与 A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B组和 C组 

神志消失时SpO 均较 A组增高(P<0．01)(见表2)。 

表 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 =30； ±s) 

表 2 3组患者 SBP、HR、SpO2变化的比较( =30； -I-s) 

q检验：与A组比较 $P<O．05，$ P<0．O1；与 B组比较A△JD<O．01 

2．3 3组丙泊酚用量比较 A组丙泊 酚用量 

(152．4±26．9)mg明显高于B组(124．6-4-24．7)mg 

和 C组 (80．5±24．1)mg，(F=61．80，P<0．O1， 

MS绡内=638．170)；C组丙泊酚用量也少于 B组 

(P<0．01)。 

2．4 镇痛效果 c组镇痛有效率为 100％，B组为 

82％(25例)，A组为37％(11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3．07，P<0．01)。 

3 讨论 

人工流产术常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疼痛与不 

适。为了解除患者术中的痛苦，减少人工流产引起 

的综合反应，目前临床多开展无痛技术。丙泊酚是 
一 种短效静脉麻醉药，其起效快，效果确切，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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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积现象；还可以抑制迷走神经反射，防止人工流产 

综合征的发生 。虽然丙泊酚在人工流产术中的 

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其镇痛作用较弱，术中难 

免发生镇痛不全，患者表现为呻吟、体动甚至躁动， 

常给手术操作造成困难，并可致手术时间延长、出血 

量增多甚至意外子宫穿孔等。而加大剂量又对呼 

吸、循环系统有明显抑制作用 J。因此单一丙泊酚 

麻醉已不主张，多采用联合用药。国内外此类手术 

常采用 2种联合用药麻醉方法 J。丙泊酚2 mg／kg 

虽能达到人工流产无痛的要求，但不能完全消除扩 

宫刺激引起的体动反应，而超过 2 mg／kg又可能引 

起不同程度的呼吸抑制，有时甚至较为严重。 

本研究观察到，A组血压波动范 围在 1O～ 

12 mmHg，SpO 下降后多在 3O S内恢复至术前水 

平，仅有 2例呼吸抑制 明显，经面罩加压供氧约 

2 rain，SpO 才恢复至术前水平；B组和 c组血压波 

动范围均在 6～9 mmHg，SpO，下降后均在30 S内恢 

复至术前水平(仅给予面罩加压供氧或徒手按压胸 

部数次刺激呼吸处理即恢复，未作特殊处理)，手术 

时问3～6 rain，无人工流产综合征发生，术后均在 

40 rain内步行离院。 

以往研究认为，麻醉性镇痛药芬太尼具有镇痛 

效果好、保持心血管功能稳定、减少全麻药用量的优 

点，它可阻断手术操作引起的疼痛和交感神经兴奋 

向中枢传导的反射弧。小剂量的芬太尼能加强镇痛 

作用，可减少丙泊酚的用量，有利于维持术中呼吸循 

环的稳定，并可使镇痛作用延续到手术后 ；咪达 

唑仑为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具有镇静、抗焦虑、肌 

肉松弛、顺行性遗忘等作用，无镇痛作用，但可增强 

麻醉镇痛药的效果，静脉滴注起效快，无残留效应， 

易消除，易控制药效，与其他静脉麻醉诱导药相比， 

咪达唑仑对呼吸和循环影响轻微，副作用少，且无注 

射部位疼痛，有特异性的拮抗剂氟马西尼 。 

我们观察静注丙泊酚之前先静注小剂量咪达唑 

仑和芬太尼，以增强镇痛效果。预先静注小剂量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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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唑仑可明显减少丙泊酚镇静的需要量，同时可减 

轻异丙酚对呼吸循环的抑制作用。而 0．04 me,／kg 

咪达唑仑联合 1 kg芬太尼、1 me,／kg丙泊酚使用 

能有效地减少人工流产扩宫刺激引起的体动反应和 

丙泊酚的用量，对呼吸循环影响轻，不延长丙泊酚麻 

醉后的苏醒时间，不良反应少，提高了麻醉质量，是 
一 种适合于人工流产手术较为安全有效的麻醉配伍 

方法之一。但同时也应注意丙泊酚注射速度，速度 

过快对呼吸会有抑制，SpO 可下降至 93％以下。建 

议在麻醉给药前5 min开始面罩吸氧，氧流量为2～ 

3 L／rain，SpO：多达到99％ ～100％，以提高体内氧 

储备；并备齐急救器材及药品，才能有效保障患者 

的安全。 

麻醉期间HR、MAP、SpO：等指标虽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一般无需处理。若 HR减慢过甚或合并 BP 

有较大幅度下降时，可用麻黄碱和阿托品治疗。临 

床上极少病例出现一过性呼吸抑制，是由于丙泊酚 

推注速度问题。芬太尼和丙泊酚对呼吸中枢有协同 

抑制作用，但大多数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提示需严格 

观察呼吸变化，连续监测 SpO ，同时备好气管插管、 

人工呼吸等急救设备和药品，以防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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