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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麻醉方法在老年高血压病人

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徐晓静,王摇 静

[摘要]目的:探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与单纯全身麻醉在高血压老年病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麻醉效果。 方法:选择

进行胆囊切除手术治疗的 100 例老年高血压病人,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对照组病人仅采取全身麻

醉的方法,观察组病人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的方法,对 2 组病人麻醉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结果:在实施麻醉前

(T1)、麻醉诱导后 1 min(T2)、气管插管时(T3)、气腹时(T4)及拔管时(T5)各时间点,观察组病人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 T1、 T2 时间点相比,对照组的心率在 T3 和 T4 两个时间点上升(P < 0. 01),在 T5 时间点恢复到

T1、T2 水平(P > 0. 05);与 T1、T2 时间点相比,对照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在在 T3 和 T4 两个时间点下降(P < 0. 01),在 T5 时

间点恢复到 T1、 T2 水平(P > 0. 05)。 观察组病人手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及定向力恢复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 01),麻
醉有效率为 94. 00% ,高于对照组的 80. 00% (P < 0. 05)。 结论:对进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的高血压老年病人采用全身麻醉

联合硬膜外麻醉的方法,对病人的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麻醉效果良好,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是值得推广的一种麻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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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comparison of two kinds of anesthesia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XU Xiao鄄jing,WANG Ji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Huatu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Bozhou,Bozhou Anhui 2368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ects between general anesthesia combined with epidural anesthesia and general anesthesia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A total of 100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olecystectom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5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general anesthesia,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general anesthesia combined with epidural anesthesia.
The anesthesia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heart rate,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among before anesthesia(T1),after 1min of anesthesia induction(T2 ),tracheal intubation(T3 ),pneumoperitoneum(T4 ) and
extubation(T5) were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observation group(P > 0. 05). Compared at T1 and T2,the heart rates increased at T3

and T4(P < 0. 01),and which at T5 returned to the levels at T1 and T2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mpared at T1 and T2,the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decreased at T3 and T4(P < 0. 01),and which at T5 returned to the levels at T1 and T2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The opening eye time,extubation time and directional force recovery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anesthesia in observation group(94. 00%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80. 00% )(P < 0. 05). Conclusions:The general anesthesia combined with epidural anesthesia in hypertensio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is little effect on hemodynamics and good anesthesia effect,and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anesthesia;cholecystectomy;hypertension;old age

摇 摇 目前临床上胆囊良性占位性病变的治疗方法是

以腹腔镜介导下的微创手术为主[1],在普外科胆囊

疾病手术中,已成为首选治疗方式[2],这种治疗方

法的优势十分明显,如对病人造成的创伤比较小,手
术时间比较短,且病人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3],

获得了医生和病人的一致认可。 但在围手术期,病
人的部分生理功能如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会受到

影响,会导致病人在手术过程中的麻醉风险上升,从
而使麻醉的难度提高[4]。 对于老年病人来讲,这种

风险将会更大,由于老年病人常合并一些基础性疾

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身体各器官的功能水平较

年轻人明显降低,所以在对老年病人实施该类手术

时,必须选择恰当的麻醉方法,一方面需保证手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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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麻醉效果,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老年病人在手

术过程和围手术期内循环及呼吸系统状态的平

稳[5]。 故本研究旨在探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

醉与全身麻醉 2 种麻醉方式在高血压老年病人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中的麻醉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普外科行胆囊切除术的 100 例老年

病人的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1)通过各项临床检

查及影像学检查,确诊需要进行胆囊摘除手术者;
(2)利用腹腔镜介入技术完成胆囊摘除手术者;(3)
年龄 > 60 岁,且被诊断为高血压玉 ~ 域期者[6]。 排

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神经系统、免疫血液系

统等疾病;(2)对研究中所使用的药物和器材有过

敏现象者。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和

通过,所有病人和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随机

数字法将 100 例病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2 组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手
术时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等一般临床

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
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 岁
BMI /

(kg / m2)

手术

时间 / min
ASA 分级

玉级 摇 域级摇

对照组 50 30 20 73. 51 依 12. 57 24. 35 依 2. 33 44. 17 依 5. 69 34 16

观察组 50 29 21 72. 12 依 12. 02 24. 13 依 2. 58 45. 62 依 6. 94 33 17

t — 0. 04* 0. 56 0. 45 1. 14 0. 05*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摇 麻醉方法摇 所有病人在术前均经常规检查,且
在术前 12 h 禁食、3 h 禁水。 在手术开始前 30 min
给予病人肌内注射 10 mg 地西泮和 1 mg 盐酸戊乙

奎醚注射液,然后将病人送入手术室。 观察组病人

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具体方法为:首先给

予病人硬膜外麻醉,先让病人取左侧卧位,在病人

T8 - 9或 T9 - 10脊柱之间的间隙进行穿刺,病人平卧之

后,给予 2% 利多卡因 80 mg,排除全脊麻之后给予

静脉诱导气管插管,联合静脉全身麻醉。 麻醉诱导

为 0. 5 ~ 0. 6 滋g / kg 舒芬太尼及 1. 5 ~ 2 mg / kg 丙泊

酚静脉推注,完成诱导之后进行气管插管,潮气量设

定为 10 mL / kg,呼吸频率设定为 15 次 /分,在手术

过程中使用瑞芬太尼 0. 10 ~ 0. 15 滋g·kg - 1·min - 1

进行泵注,在为病人建立气腹状态后,硬膜外再次给

予 2. 4%罗帕卡因进行镇痛。 对照组病人仅采取单

纯全身麻醉的方法,方法同观察组的全身麻醉方法。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血流动力学指标,分别测量实

施麻醉前(T1)、麻醉诱导后 1 min(T2)、气管插管时

(T3)、气腹时( T4 )及拔管时( T5 )5 个时间点的心

率、收缩压和舒张压。 (2)术后麻醉恢复情况,包括

手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
(3)麻醉效果,本研究将麻醉效果分为 3 个级别,其
中病人在整个麻醉过程中,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为

优;病人在手术的过程中出现轻微的疼痛感觉,但是

还可以忍受为良;病人在手术中的疼痛感觉明显,无
法忍受,需要增加麻醉药物使用量为差。 麻醉有效

率 = (优 +良) 衣病人总数 伊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比较摇 结果显示,
观察组病人的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在不同时间点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 T1、 T2 时间

点相比,对照组的心率在 T3 和 T4 两个时间点上升

(P < 0. 01),在 T5 时间点又恢复到 T1、 T2 水平

(P > 0. 05);与 T1、 T2 时间点相比,对照组的收缩压

和舒张压均在在 T3 和 T4 两个时间点下降 (P <
0. 01),在 T5 时间点又恢复到 T1、 T2 水平 (P >
0. 05)(见表 2)。
2. 2摇 2 组病人术后麻醉恢复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组

病人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2. 3摇 2 组病人麻醉效果的比较摇 对照组麻醉有效

率为 80. 00% ,低于观察组的 94. 00% (P < 0. 05)
(见表 4)。

3摇 讨论

摇 摇 临床数据统计显示,我国老年人群中胆囊良性

占位性病变的发病率较高[7],且老年病人大多合并

有其他系统的疾病,其中高血压就是比较普遍的合

并症之一[8]。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对于胆

囊良性占位性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法还是进行手术摘

除,腹腔镜技术被逐渐引入到外科手术中后,利用腹

腔镜介导下的胆囊摘除术已经成为了普外科进行胆

囊摘除的金标准操作方法[9],并可在各个年龄段的

病人中开展。 但对于老年病人而言,进行此项手术

仍需谨慎,老年病人的生理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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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 组病人在不同时间点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比较(ni = 50;x 依 s)

分组 T1 T2 T3 T4 T5 F P MS组内

心率 / (次 / 分)

摇 对照组 82. 64 依 10. 53 86. 57 依 11. 53 108. 63 依 9. 87**吟吟 106. 38 依 10. 44**吟吟86. 97 依 11. 74## + + 63. 84 < 0. 01 117. 612

摇 观察组 83. 42 依 11. 26 84. 77 依 10. 98 85. 72 依 9. 97 86. 71 依 10. 67 84. 12 依 9. 88 0. 76 > 0. 05 111. 642

收缩压 / mmHg

摇 对照组 141. 20 依 12. 23 139. 64 依 11. 68 120. 02 依 10. 35**吟吟118. 34 依 11. 56**吟吟135. 47 依 9. 88## + + 48. 00 < 0. 01 124. 873

摇 观察组 140. 27 依 11. 64 142. 54 依 12. 98 143. 20 依 11. 38 139. 35 依 10. 94 139. 86 依 11. 97 摇 1. 06 > 0. 05 139. 288

舒张压 / mmHg

摇 对照组 92. 67 依 8. 25 90. 36 依 8. 33 72. 57 依 9. 34**吟吟 73. 54 依 8. 99**吟吟 90. 69 依 8. 66## + + 65. 77 < 0. 01 76. 100

摇 观察组 93. 05 依 9. 14 92. 56 依 10. 32 93. 44 依 11. 27 91. 26 依 9. 67 92. 54 依 9. 81 0. 33 > 0. 05 101. 360

摇 摇 q 检验:与 T1 组比较**P < 0. 01;与 T2 组比较吟吟P < 0. 01;与 T3 组比较##P < 0. 01;与 T4 组比较 + + P < 0. 01

摇 表 3摇 2 组病人术后麻醉恢复情况的比较(ni = 50;x 依 s;
min)

分组
术后

睁眼时间

拔管

时间

定向力

恢复时间

对照组 15. 87 依 2. 69 22. 37 依 3. 69 27. 98 依 3. 95

观察组 10. 36 依 3. 78 13. 57 依 4. 11 18. 36 依 4. 69

t 8. 40 11. 27 11. 09

P < 0. 01 < 0. 01 < 0. 01

表 4摇 2 组病人的麻醉效果比较[ni = 50;百分率(% )]

分组 n 优 良 差 麻醉有效率 / % 字2 P

对照组 50 15(30. 00) 25(50. 00) 10(20. 00) 40(80. 00)

观察组 50 26(52. 00) 21(42. 00) 3(6. 00) 47(94. 00) 4. 33 < 0. 05

合计 100摇 41(41. 00) 46(46. 00) 13(13. 00) 87(87. 00)

退化,身体内各大重要脏器的代偿能力亦降低,对手

术造成的创伤和麻醉药物所带来的各种反应的耐受

程度也显著降低,这就严重影响了该种手术在该部

分人群中开展的普及性[10]。 因此,对于老年病人特

别是合并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者进行腹腔镜胆囊

摘除术,就必须在临床上采用一些积极的干预手段,
确保病人在整个围手术期的安全和手术效果[11]。
若干文献[12 - 14]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在对伴有高血压

的老年病人施行腹腔镜下的胆囊摘除手术时,使用

恰当的麻醉方法,可以避免病人出现心肌耗氧量的

上升、心率增快等严重的循环系统反应,并且能够改

善病人的预后。
全身麻醉是一种在临床手术中常用的麻醉方

法,其应用范围非常广,在手术中的麻醉效果也得到

了众多医生和病人的肯定,有时也是手术唯一可以

选择的麻醉方式。 作为一种经典的麻醉方式,全身

麻醉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全身

麻醉只是对病人的大脑皮层、下丘脑以及边缘系统

在大脑皮层的反射区域进行抑制,也就是在中枢水

平上进行抑制,但是对于手术区域的疼痛刺激却不

能进行有效地抑制[15],而且在腹腔镜手术的操作过

程中,必须建立气腹的状态,而这又会使病人腹内压

力上升,其后果就有可能产生乙烯类应激反应,临床

表现为儿茶酚胺的释放量增加,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等。 而且气腹状态维持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容易使

病人的心脏后负荷上升,使心肌的耗氧量增加,左心

室的张力上升,严重者可以诱发急性地心肌细胞坏

死。 而硬膜外麻醉则可以很好地避免全身麻醉以上

的缺陷,硬膜外麻醉能够有效地抑制手术区域内的

各种疼痛刺激向中枢神经系统传导,也能够使交感

神经的张力降低,使腹腔内各个脏器的血管扩张,这
就可以使心脏泵血的负荷降低,改善心肌耗氧量。
如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的方法,就可以有

机地将两种方法的优势相结合,既可以扩张腹腔内

脏的血管,又能够选择椎管内的麻醉平面,控制麻醉

的效果,使麻醉的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降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人的血流动力学稳

定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由于全身麻醉的时间

比较长,而且麻醉药物的使用量比较多,这不仅不利

于病人的身体状态,而且容易造成病人的气道损伤,
长时间全麻状态下的气管插管会对病人产生过大的

刺激,会引起病人血流动力学的不稳定;且观察组病

人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麻醉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更加提示采用硬

膜外麻醉联合全身麻醉的方法优于单纯使用全身麻

醉的方法。
但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纳入的病例

数量有限,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且未对麻

醉过程和围手术期之内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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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比较,有待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进一步

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对进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的高血

压老年病人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的方法,
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麻醉效果良好,取得了满意的

临床疗效,是值得推广的一种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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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管期间血流动力学变化上,和 Pro、Fen 均有协同

作用,值得关注。 我们推荐的 Mid 用量为 0. 06 mg /
kg。 本文采用 Mid、Fen、Pro 序贯诱导的方法,是否

发挥 Mid 的药理特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在本麻醉诱导组方中 Pro 和 Fen 在维持

血流动力学稳定上起主要作用,Mid、Pro 和 Fen 之

间有协同作用,理想的诱导剂量为 Mid 0. 06 mg / kg,
Fen 0. 005 mg / kg,Pro 1. 25 mg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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