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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10)08-0776-04 ·临床 医学 · 

靶控输注咪达唑仑对硬膜外麻醉寒战的影响 

凌云志 ，梁启胜 ，李晓红 ，禹 莉 

[摘要]目的：观察靶控输注(target controlled infusion，TCI)咪达唑仑对硬膜外麻醉寒战的影响。方法：选择硬膜外麻醉下行下 

腹部手术发生寒战患者40例，随机分成2组，每组2O例。寒战出现后2 min内，A组 TCI咪达唑仑，B组静脉注射芬氟合剂。 

监测2组患者术前和术中生命体征的变化，警觉／镇静(OAA／S)观察评分法监测镇静程度，评价治疗寒战的疗效。结果：2组 

患者术中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脉搏血氧饱和度(SpO，)总体处于平稳状态，均在正常范围内。2组患者MAP、HR的 

监测值在给药后各时间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SpO 监测值给药后 10 ra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 

组治疗寒战有效率明显大于B组(JP<0．01)。2组给药后各时问点镇静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其 

中A组 OAA／S评分维持在 2～3分，B组 OAA／S评分在 5 rain和 10 rain时维持在 3～4分，随着时问的延长，镇静程度减弱。 

结论：TCI咪达唑仑减轻硬膜外麻醉寒战安全、方便、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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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 with 

midazolam for shiver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pidural anesthesia 

LING Yun—zhi ，LIANG Qi—sheng ，LI Xiao—hong ，YU Lj 

(1．Department ofAnesthes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arget controlled infusion(TCI)with midazolam for shiver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pidural anesthesia．Methods：Forty patients undergoing lower—abdominal operation with shiverin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equal 

groups(n=20，respectively)：group A combined TC1 with midazolam，while group B combined intravenous injection with droperidol— 

fentany．The changes of vital sign were monitored before and during operation．The sedation degree was evaluated byr the Observer s 

Assessment of Alertness／Sedation(OAA／S．)Scale．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hivering was estimated．Results：The numbers of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heart rate(HR)and 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were stable during the ope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They 

were within normal limits．Although the numbers of MAP and HR in group B after administration were lower than preoperative，the 

patients need not be treated．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P and HR at different period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P>0．05)．Whil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pO2 at minite 10(P<0．01)．The effective power of treating shiver of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group B(P<0．O1)．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dation scale at different period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P<0．05 to P<0．01)．The OAA／S scale in group A maintained 2 to 3．The scales were 3 to 4 in 

group B at minite 5 and 10．The sedation degree weakened along with time prolonged．Conclusions：TC1 with midazolam for shiver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pidural anesthesia is safe and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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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外麻醉阻滞中常需辅助镇静或镇痛药以增 

加麻醉效果，减少患者焦虑和不安。以往的镇静方 

式多为静脉推注镇静药物，给药剂量不够精确，可控 

性差。靶控输注(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TCI)具有 

简便精确、可控性好的明显优点，近年来在临床上的 

应用逐渐增多。围术期发生寒战是临床麻醉过程中 

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可达20％ ～50％⋯。剧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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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可使患者极不舒适，不仅影响手术操作及临床监 

测，而且机体氧耗量大为增加，导致低氧血症和乳酸 

性酸中毒 。本研究将TCI技术应用于硬膜外麻醉 

患者，对 TCI咪达唑仑与静脉推注芬氟合剂治疗硬 

膜外麻醉中寒战进行对比，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 

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年 2月至 2009年5月 

硬膜外麻醉下行下腹部择期手术发生寒战40例列 

为研究对象，男2l例，女 19例；年龄 25～53岁。体 

重45～73 kg，ASA I～Ⅱ级。排除发热及输液反 

应，未服用血管活性药物、抗抑郁药物、镇痛药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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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类固醇；无心肺、内分泌或精神病史。术前均未 

用药，手术室温度控制在 22～25 cc，术中输液为室 

温环境中的液体。手术均在3 h内完成。 

1．2 麻醉方法 术前不用药。先监测生命体征，开 

放静脉通路，输入林格液500 ml，左侧卧位下于L 一 

间隙行硬膜外穿刺术，平卧后硬膜外给予 1．5％利 

多卡因5 ml观察 5 min无异常，随即再给 0．5％罗 

哌卡因10～15 ml。术中均给予麻醉机面罩吸氧。 

随机分为咪达唑仑组(A组)20例，于寒战出现后 

2 min内启动 TCI咪达唑仑。TCI系统采用北京思 

路高公司TCI I型靶控注射泵；以血浆浓度为靶控 

浓度，选用 Greenblatt等 的药代动力学参数，靶控 

浓度初始设定为 5O L，在与效应室浓度达平衡 

3 min后以 10 g／L的速度递增，直至患者达到警 

觉／镇静(OAA／S)观察评分法 评分 3分，并维持 

这一深度，期 间若 OAA／S评分 降至 2分，则 以 

10 L递减，手术结束前开始缝皮时停止 TCI。 

芬氟组(B组)20例，于寒战出现后 2 min内静脉注 

射氟哌利多0．05 mg／kg和芬太尼1 g／kg。 

1．3 观察项 目 监测 2组患者手术前和手术过程 

中生命体征的变化，包括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心率(heart rate，HR)及脉搏血氧 

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观察各组在 

给药后 10 min寒战的疗效评价，显效：患者畏寒及 

寒战消失；好转：有畏寒但无寒战；无效：仍有畏寒及 

寒战。显效与好转者视为有效。采用 OAA／S来确 

定患者的镇静程度，摇动头部无反应而需疼痛刺激 

才有反应为 I级，对大声呼唤名字无反应而需摇头 

才有反应为Ⅱ级，仅对大声呼唤名字有反应为Ⅲ级， 

对呼唤名字反应迟钝为Ⅳ级，对呼唤名字应答自如 

为 V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和 q检验 

及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2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和 

手术时间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具 

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 =20； ±5) 

△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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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命体征变化 2组患者术前 MAP、HR、SpO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中 MAP、HR、 

SpO 总体处于平稳状态，均在正常范围内，主要变 

化是给药后 B组 MAP、HR略低于术前(P<0．01)， 

但均不需处理。2组患者 MAP、HR的监测值在给 

药后各时间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SpO 监测值给药后 10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 2)。 

2．3 寒战疗效比较 A组治疗寒战有效率95．0％ 

明显大于 B组的65．0％(P<0．01)(见表 3)。 

2．4 镇静评分 2组患者给药后各时间点镇静评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B组 

在给药后 30 min与给药后 5 min和 10 min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 A组 OAA／S 

评分维持在 2～3分，B组 OAA／S评分在 5 min和 

10 min时维持在 3～4分，随着时间的延长，镇静程 

度减弱(见表4)。 

3 讨论 

有资料 。 表明，麻醉后寒战的发生是临床麻 

醉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并发症。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其 

发生率高，对机体影响不大，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 

引起麻醉医生的充分重视，但近年来有很多研究阐 

明了寒战的危害，如增加患者的痛苦、增加机体的耗 

氧量、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血管并发症、导致切口 

裂开、增加切口感染率、影响凝血功能，从而影响病 

情的转归和预后。如何能减轻甚至避免术后寒战成 

为许多麻醉医生研究的课题。 

硬膜外麻醉过程中发生寒战的原因有交感神经 

阻滞、血液重新分配、环境温度低、精神紧张、冷的消 

毒液直接刺激温度感受器及局麻药的毒性反应等。 

咪达唑仑是苯二氮罩类镇静剂，具有抗焦虑、催眠、 

抗惊厥和顺行性遗忘等作用，主要作用于脑干网状 

结构和大脑边缘系统，增加脑内5．羟色胺(5-HT)水 

平，并增强 ŷ．氨基丁酸(GABA)的作用，GABA可抑 

制去甲肾上腺素神经元，实验研究 证实，去甲肾 

上腺素和 5一HT均对体温调节发挥作用。咪达唑仑 

与苯二氮革类受体结合产生镇静、抗惊厥、对抗局麻 

药的毒性反应等作用，并可降低寒战反应的阈值。 

本研究发现，咪达唑仑以TCI方式给药，可以有 

效地控制寒战，有效率达 95．0％，明显大于静脉注 

射芬氟合剂组。TCI技术是静脉麻醉给药方式的一 

次重大变革，以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为基础，通 

过调节血浆或效应室的药物浓度来控制或维持适当 

的麻醉深度，以满足临床麻醉需要。近年来，TCI在 

麻醉临床的应用逐渐增多，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 



778 J Bengbu Med Coll，August 2010，Vo1．35，No．8 

表 2 2组患者术前和术中生命体征的变化(F／, =20； 4-s) 

q检验：与术前比较 P<0．O1 

表3 2组患者寒战疗效比较(n) 

表 4 2组患者术中各时段镇静评分(n =20； ± ) 

q检验：与给药后5 rain比较 女P<0．Ol；与给药后10 rain比较△△ 

尸<O．0l 

使用简便、血药浓度稳定的优点，使得麻醉可控性大 

大提高 。 

OAA／S评分是临床工作中常用的评价意识水 

平的指标，可以准确地反映患者的麻醉深度。王珊 

娟等 叫̈报道OAA／S评分维持在2～3分，咪达唑仑 

的镇静深度最为适宜。本研究结果显示，2组患者 

给药后各时间点镇静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一P<0．01)。其中A组 OAA／S评分维持 

在2—3分，中等程度镇静，呼吸、血流动力学稳定； 

B组 0AA／S评分在5 rain和 10 rain时维持在 3—4 

分，随着时间的延长，镇静程度减弱，给药后 MAP、 

H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可能与静脉注射芬氟 

合剂，给药剂量不易控制，剂量过大时容易造成呼吸 

抑制、血流动力学参数波动等不良反应有关，而咪达 

唑仑以TCI方式给药，起始浓度较低，与静脉注射相 

比，降低了血药浓度峰值，减少了对呼吸循环系统的 

影响，具有起效快、可控性好、安全可靠等特点，对血 

液动力学影响小，恢复快，因此TCI咪达唑仑治疗围 

手术期引起的寒战是安全、方便、有效的，优于静脉 

注射芬氟合剂。 

当然，麻醉后寒战的原因很多，机制较复杂，所 

以综合治疗有时显得特别重要，如注意围手术期保 

温，利用保温毯、提高手术室环境温度、麻醉期加热 

和湿化吸人气体，可减少气管内散热。手术消毒后 

尽快铺单，减少患者体温下降，均有利于减少麻醉后 

寒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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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可提高疗效，减少不 良反应，在保证化疗 

对肿瘤细胞杀伤效果的基础上，提高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提高机体 

的免疫及抗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些研 

究 已证实，免疫增强剂联合化疗可以延长患者 

的中位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是从胎牛(出生 <24 h)脾 

脏中提取的高活性小分子多肽，能抑制肿瘤细胞的 

糖酵解，使能量代谢发生障碍，并使细胞停滞于 G。／ 

G 期，从而发挥其独特的抗癌作用。另外，小牛脾 

提取物还能刺激免疫系统，使 T淋巴细胞活性增 

强，数量增加，提高机体的免疫及抗癌能力_3 J。它 

能刺激骨髓干细胞增殖，促进造血功能恢复，升高外 

周血细胞，有效缓解化疗药物所致的血细胞减少、免 

疫功能下降等不 良反应。已有研究 证明小牛脾 

提取物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明显延长患者的 

中位生存期，改善了生活质量。尽管 P11)(+FI'-207 

+LV联合方案治疗晚期胃癌不良反应较轻，但仍 

有一些晚期胃癌患者因身体状况差、免疫功能低下 

等原因，接受化疗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的消化 

道症状、骨髓抑制、严重感染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并 

发症，临床上常不能耐受化疗。PTX + rr一207 + 

LV联合小牛脾提取物可能使患者受益。 

是一种高活性广谱的抗肿瘤药物，其作用 

机制有别于其他抗微管药物，主要是能特异地结合 

到微管的口位上，导致微管聚合成团和束状并使其 

稳定，这些作用能抑制微管网的重组。此外，PTX还 

可诱导肿瘤坏死因子基因的表达和抗肿瘤血管的生 

成。体内外一些研究 表明 PTX可以诱导 胃癌 

细胞凋亡，与 FT-207+LV联合可提高疗效。 

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组及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65．0％及 34．8％(P<0．05)。治疗组及对 

照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2个月及 10个月(P> 

0．05)。中位生存时间虽有延长，可能因为入组病 

例少的原因未显示统计学差异。1年生存率在治疗 

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60．0％及 21．7％(P<0．05)。 

结果提示，小牛脾提取物联合化疗可提高晚期胃癌 

1年生存率。此外，临床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后中 

性粒细胞下降 的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 (P< 

781 

0．05)，且治疗 组在 治疗 后生 活质 量得 到 改善 

(Karnofsky评分提高)(P<0．05)，说明小牛脾提取物 

可显著改善晚期胃癌患者化疗所致的不良反应。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晚期胃癌患者进行化 

疗时联合应用小牛脾提取物可提高化疗疗效，减轻 

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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