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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曲马多超前镇痛对经肛门手术实施全凭静脉麻醉的影响 

顾明红，李浪平，朱 婵，李传明，邵 逸 

[摘要]目的：观察曲马多超前镇痛用于全凭静脉麻醉下经肛 手术的麻醉安全 和术后镇痛的效果。方法：将 60例 ASA I 
一 Ⅱ级在全凭静脉麻醉下经肛门手术病例随机分成 A、B两组 ，每组 30例。A组芬太尼 3 kg、丙 芬2～3 rag／kg诱导，以 

丙泊酚 6～10 mg·kg ·h 持续输 维持麻醉。B组诱导前静脉给 子曲马多 1．5～2 nlg／kg，3～5 rain后 以芬太尼 

1．5 kg、丙泊芬2～3 rag／kg诱导麻醉，维持麻醉同A组。采月J疼痛视觉模拟 分法(VAS)对患者出窄前以及术后 8 tl内疼 

痛和镇静进行评分并记录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结果：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 ，A绀麻醉后需用 管活性药物 9例，B组麻 

醉后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者 l例，明显少于 A组(P<0．01)。B绀出室前及术后 6 h内镇痛效果优于 A ，VAS 著低了 A 

组(P<0．05～P<0．01)。结论：曲马多超前镇痛在经舡门手术静脉全f{：}=巾运川，术后 6 h内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可减少术 

中芬太尼的用量 1．5 kg，具有一定的临『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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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emptive analgesia with tramado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norectal surgery using 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 

GU Ming—hong，L1 Lang—ping，ZHU Chan，LI Chuan—ruing，SHA0 Yi 

(Department Anesthesiology，Jiading Hospit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 1 8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security of pre—eruptive analgesia with tramadol in patients underg~ring anorectal 

surgery by Iota]intravenous anesthesia．Methods：Sixty patients in physieaI status T—I1 as SCO1’ed by Ameriean Society of 

Anesthesi0logists(ASA)and undergoing anoreetal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 were induced with fentanyl 

3 kg and propofol 2—3 me-／kg，and were anesthetized with eonlJnuous infusion of propofi)l 6—10 mg’kg ‘h ．Group B 

received an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tramadol 1．5—2 mg／kg 3 inin before induetion，and then were indneed with fentanyl 1．5 kg 

and propoflll 2—3 nlg／kg with the same maintenance as group A．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s(VAS)and side effeet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6 hours after operation were observed．Results：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in both groups．Nine patients in group A and one 

patient in group B resorted to drugs due to SpO2 decrease during anesthesia． r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1)．The VAS of 

group B was markedly lower and the effect of analgesia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A 6 hours after operation(P<0．05一P<0．01)． 

Conclusions：Pre—eruptive analgesia with tramadol f(】r patients undergoing anoreetal surgery using 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 can 

provide satisfaetok'y analgesic effect and reduce the dosage of fentanyl to 1．5 kg，which may decrease the influence of SpO2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1uring anesthesia．This technique has certain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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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镇痛是指在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之前采 

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神经中枢敏感化，减少或消除伤 

害引起的疼痛 。曲马多是一种中枢作用镇痛药， 

作用于阿片受体以及下行镇痛系统的去甲肾上腺素 

和5一羟色胺(5一HT)神经系统，无明显的呼吸抑制作 

用 。肛肠科经肛门手术对全凭静脉麻醉深度要 

求相对于无痛胃肠镜或无痛人T流产较高，术巾脑 

电双频谱指数(BIS)维持 40～60，芬太尼的用量偏 

大。2006年8月至 2009年 1 1月，我科共开展全凭 

静脉麻醉下经肛门手术 3 000余例，部分患者发生 

呼吸循环抑制，表现为血氧饱和度(SpO，)一过性下 

降，血压、心率降低，呼吸频率减慢且有术后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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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11月，我科运用曲马多进行超前镇痛。 

本文旨在观察【fff马多超前镇痛用于肛肠科全凭静脉麻 

醉下经肛门手术的麻醉安全陛和术后镇痛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 资料 小研究共 60例，男 29例，女 

31例；年龄21～65岁。ASA I～Ⅱ级，体霍 45～ 

83 kg。其中环状混合痔 35例，复杂性肛瘘 15例， 

肛裂 10例。术式包括复杂性肛瘘切除术、混合痔环 

切术、肛管狭窄松解术、吻合器痔上黏膜环切术 

(PPH)等。随机分成 A、B两组，每组 30例。两组 

患者的年龄、体重、手术方式差异均无统汁学意义 

(P>0．05)(见表 1)。 

1．2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禁饮 、禁食 6 h，麻醉 

前 30 rain肌 内注射阿托品 0．5 mg +苯巴比妥 

0．1 g。人室后丌放外周静脉 ，输注平衡液。A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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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 =30) 

△示 值 

脉注射芬太尼2—3 kg、丙泊酚2～3 mg／kg诱导 

入睡，以丙泊酚6～10 mg·kg～·h 持续静脉输注 

维持麻醉。B组诱导前静脉给予曲马多1．5～2 mg／ 

kg，3～5 min后以芬太尼 1．5 kg、丙泊芬 2～ 

3 mg／kg诱导，维持麻醉同 A组。诱导时注药速度 

为300 ml／h，术中 BIS维持 40～60，手术结束前停 

止丙?自酚输注。所有患者术中持续面罩吸氧。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术后血管活性药物使用 

概况；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苏醒后 

0．5、1、2、4、8 h患者疼痛情况；同时记录恶心、呕吐 

等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呼吸循环情况比较 A组麻醉后需用血管活 

性药物者9例，B组麻醉后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者 

1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68，P<0．01)。 

2．2 镇痛效能比较 B组术后 0．5～4 h各时点 

VAS评分均低于A组(P<0．05～P<0．01)，8 h时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不良反应的比较 B组术后出现恶心、呕吐 

2例，A组 1例，均为 PPH手术者。 

表2 两组患者备时点的 VAS比较(rt =30； ±s) 

分组 0．5 h 2 h 4 h 8 h 

3 讨论 

手术、创伤等伤害性刺激及伤害后炎症反应可 

导致炎性介质和致痛因子如前列腺素、缓激肽、H 、 

K 、P物质、5-HT、组胺的释放，它们除了直接致痛 

之外，还可使血管扩张、组织水肿，所造成的恶性循 

环使效应感受器敏感度s~Dil，痛阈降低，从而导致周 

围性痛觉过敏 J。同时通过使中枢感受区扩大或 

使脊髓背角神经元兴奋性升高或对 C纤维接受刺 

激引起背角神经元反应增强而致中枢敏感化。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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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中枢敏感化可导致术后疼痛的扩散和延 

长 J。5-HT神经元在脊髓的伤害性传导中起重要 

的作用，小剂量 5一HT促进天门冬氨酸受体介导的 

兴奋性突触后电位的产生，增强伤害性信息的传导， 

大剂量 5一HT抑制神经元突触对 5一HT和去甲肾上 

腺素(NE)的再摄取并促进其释放，提高中枢 NE和 

5．HT的浓度，从而降低中枢兴奋性，减少手术时的 

中枢致敏，使伤害性刺激不能传递，术后疼痛明显减 

轻，从而达到超前镇痛的效果 J。 

曲马多具有双重作用机制，除作用于 阿片受 

体外，还可抑制神经元突触对 NE和 5一HT的再摄 

取，并增加神经元外5-HT浓度，从而调控单胺下行 

性抑制通路，影响痛觉传递而产生镇痛作用 。术 

前使用曲马多，降低中枢兴奋性，减少手术时的中枢 

致敏，使伤害性刺激不能传递，同时还能防止术后一 

段时间中枢致敏化的形成，达到超前镇痛 的效 

果 8-9]。Wordliczek等 研究证实曲马多的超前镇 

痛效应，与术后使用曲马多相比，术前使用者术后对 

镇痛药物的需求减少。 

全凭静脉麻醉用于肛肠科经肛门手术，明显减 

少麻醉准备时间、麻醉操作时间，在手术类型相同的 

基础下缩短了在手术室的时间，有效提高医疗资源 

利用率  ̈。同时患者恢复快、舒适度高，符合舒适 

医疗理念。较传统椎管内麻醉具有简单、方便 ，并发 

症少，患者乐于接受等优点，是一种患者、手术医生 

均较满意的麻醉方式。而我们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呼 

吸道管理及呼吸抑制。诱导前鼓励患者深呼吸，以 

增加氧储备；诱导时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幅度及频 

率，必要时插人口咽通气道或鼻咽通气道，使得全凭 

静脉麻醉安全性明显提高。 

芬太尼等阿片类药能抑制通气，特别是呼吸频 

率，还可引起胸壁强直，严重时可以阻止有效通气。 

尤其与丙泊酚合用，剂量较大时易引起呼吸抑制。 

曲马多起效快，维持时间长，镇痛时间约为6 h，不良 

反应轻。曲马多 1．5～2 mg／kg术前静脉给予可在 

足够长的时间内防止伤害性刺激的传人，起到超前 

镇痛作用，可使芬太尼的用量减少，降低术中呼吸、 

循环抑制的发生率，同时有效减轻术后疼痛，提高患 

者术后生活质量。曲马多超前镇痛在经肛门手术静 

脉全麻中运用，术后6 h内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可 

减少术中芬太尼的用量至 1．5 g／kg，对患者麻醉 

后血氧饱和度、平均动脉压影响相对轻微，具有一定 

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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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重复 1次。当患者血 Hb<70 g／L时，输红细 

胞；血小 板 <20×10 ／L时，输 血小 板。体 温 

>38．5℃，查血培养，并抗感染治疗。同时给予镇 

吐、保肝、输液等营养支持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 按照张之南等 《血液病诊 

断及疗效标准》判断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部 

分缓解(PR)、未缓解(NR)，总有效为 CR+PR。 

1．4 不良反应 化疗前常规检查心电图、肝肾功 

能；化疗过程中每隔2～3天复查 1次血常规；化疗 

结束后 1～2周复查骨髓、心电图及肝 肾功能。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HA方案组 CR率为 

43．8％，PR率为 18．8％，总有效率为 62．5％；CAG 

方案组 CR率为 56．3％，PR率为 12．5％，总有效率 

为 68．8％；两 组总有 效率 差异无 统计 学 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2．2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HA方案组均发生骨 

髓抑制，平均骨髓抑制期为 18天；8例患者 WBC 

<1．0×10 ／L；13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感染及皮 

肤黏膜出血；治疗过程中有 1例因脑出血死亡，其余 

患者未见心脏、中枢神经系统及’肾脏毒性反应。 

CAG方案组均发生轻度骨髓抑制，平均骨髓抑制期 

为11天；未见有 WBC<1．0×10 ／L者；5例患者发 

生不同程度的感染及皮肤黏膜出血；其他非血液学 

不良反应均较轻，主要有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脱 

发、肌肉酸痛、低热等不良反应，患者均能耐受，但未 

见心脏、中枢神经系统及肾脏毒性反应，且治疗过程 

中无病死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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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由新药物组成的化疗方案对老年人 

ANLL的治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J。ANLL是 
一 种在其细胞表面表达功能性造血生长因子受体的 

原型肿瘤，白血病细胞表达 G．CSF受体 J，这就为 

治疗性干预提供了可能的靶 目标，根据细胞动力学 

理论，化疗药物对处于 G。期细胞杀伤作用较差，因 

此化疗难以治愈急性白血病。G．CSF是一种多肽链 

的细胞因子，能特异性诱导粒系祖细胞的增殖与分 

化，CAG方案化疗药物的联合应用，G．CSF可使G 期 

的白血病细胞进人 s期，使增殖期的细胞数量增加， 

从而加强 Ara．C介导的对 ANLL细胞及其祖细胞的 

细胞毒作用，提高化疗药物的敏感性。Acla A是细胞 

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在低浓度时具有诱导分化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CR率及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CR率分别为 56．3％与43．8％，数值上，CAG 

方案的CR率高于 HA方案组，这可能是由于 G—CSF 

使 G 期白血病细胞进入 S期，提高了化疗药物敏感 

性。两组患者均发生骨髓抑制，但 CAG方案化疗后 

不良反应低，出现感染率下降，这是因为 G．CSF促 

进髓系增生，骨髓抑制期短，WBC下降幅度低，缩短 

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因而降低老年 ANLL患者的 

病死率，使总 CR率升高。CAG方案的其他非血液 

学毒性也较轻。由此可见，CAG化疗方案比 HA方 

案更适合治疗老年人ANLL，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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