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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静脉连续输注丙泊酚复合硬膜外利多卡因麻醉在微创胆囊切除

术中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14年 2月

至 2016年 2月收治的 ASA I〜II级、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患者 120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60例）和观察组（60例），对照组给予单一静脉连续输注丙泊

酚进行麻醉处理后完成 LC，观察组给予静脉连续输注丙泊酚复合硬膜外利多卡

因麻醉处理后完成 LC，采集两组患者意识恢复时间，拔管时间以及止痛时间作

为麻醉效果评价指标，同时采集两组患者气腹状态和意识恢复状态时股静脉血

流速度、流量数据。结果：观察组的意识恢复时间，拔管时间以及止痛时间均

显著小于对照组（P＜0.01），且气腹状态和意识恢复状态时股静脉流速、股静

脉流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P＜0.05）；结论：静脉连续输注丙泊酚

复合硬膜外利多卡因麻醉在 LC中的临床效果显著优于单一丙泊酚静脉输注麻

醉，且对股静脉血液的阻滞作用较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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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bout anaesthetic effects and femoral venous 

hemodynamics influences of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and epidural lidocaine injec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during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iu Deming Ju Changqiao  Li Liandi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University of Mudanjiang, Mudanjiang,1570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aesthetic effects of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and epidural lidocaine injec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during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Method :120 cases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60 cases) and observed group (60 case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anesthetized by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while, patients in observed group were anesthetized by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and epidural lidocaine injec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for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time of consciousness recovery, tube drawing and analgesia were 
measured, meanwhile, femoral venous blood flow velocity and venous blood flow 
were also measured during states of pneumoperitoneum and reconsciousness; Results 
Time of consciousness recovery, tube drawing and analgesia of observ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control group(P＜0.01), and femoral venous blood flow 

velocity and venous blood flow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during 

state of reconsciousness, venous blood flow comparison: P＜0.01, the other 

comparisons: P＜0.05); Conclusion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and 

epidural lidocaine injec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has a better anaesthetic effect with a 
less blood flow blocking effect, compared with venous continuous propofol infusion, 
which is worthy to expand o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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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创手术技术在临床应用的不断发展，对于手术时麻醉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在一定范围内，手术时麻醉效果的有效性决定着微创手术的效果[1]。

较好的麻醉方法可减轻手术时对患者的伤害，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保证了手术

的顺利完成。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是目前胆

囊切除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胆囊良性病变临床治疗中的“金标准”[2]。LC的麻醉

方式主要为药物全身麻醉，但在术后患者容易发生恶心、呕吐及头晕等不良反

应。同时，单一的药物麻醉对麻醉状态的深浅程度缺乏有效的控制，增加手术

风险，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的要求。复合麻醉，即应用两种以上麻醉药物或者

其他辅助药物，以达到满足不同类型手术时麻醉程度控制以及手术后镇痛要求，

并能减少不良反应的一种麻醉方法[3]。因此，LC中的复合麻醉正逐步代替传统

的单一药物麻醉。选择合理的复合麻醉方案及对于麻醉深浅度的控制是目前研

究的重要方向。为了优化 LC麻醉方案，本研究观察了静脉连续输注丙泊酚结

合硬膜外注射利多卡因的麻醉方式进行微创胆囊切除手术对静脉血液动力学影

响和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般资料： 选取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2月收治的 ASA I〜II级、行 LC患者 120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 60例。对照组中男 35例，女 25例，平均（48.2±12.55）岁；
观察组中男 36例，女 24例，平均（49.7±14.7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病情、
性别、平均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1）所有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均需在手术前进行检查，且无重大
肾脏、肝脏功能障碍，无重大原发性心血管、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及传染疾病，
且无药物滥用史；（2）本研究经我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纳入本研
究的患者均知情并且签署《临床研究患者知情同意书》。

1.3 麻醉方法 ：手术前两组患者均给予 0.50mg硫酸阿托品（江苏涟水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32020166）和 0.10g苯巴比妥钠（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202038）处理，给药方式：肌肉注射，并使用麻醉机在手术时对两

组患者进行异氟醚机械通气。对照组患者在 LC中首先给予 0.10mg/kg咪唑安定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80025)、 2.0mg/kg丙泊酚

(AstraZeneca S.P.A，国药准字 H20100648)和 0.10mg/kg维库溴铵(重庆药友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83133)静脉注射进行麻醉诱导，手术时静脉滴注丙泊

酚 4mg/(kg·h)进行麻醉维持，直至手术结束时停止给药；观察组患者在术中首

先给予 0.10mg/kg咪唑安定、2.0mg/kg丙泊酚和 0.10mg/kg维库溴铵静脉注射

进行麻醉诱导后，患者取左倾 15︒度平卧位，于 L3~4椎间隙处进行硬膜外注

射 6mg/kg盐酸利多卡因（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65387），手

术时静脉滴注丙泊酚 2mg/(kg·h)进行麻醉维持，直至手术结束时停止给药。

1.4 疗效评价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术后意识恢复时间、拔管时间以及止痛时间
3个指标来评价两种麻醉方法的临床疗效情况。
1.5 股静脉血液动力学观测指标 ：观测两组患者气腹状态下以及手术完成患者
意识回复状态 5min时的股静脉平均流速（cm/s）和股静脉流量（mL/min）。
使用超声诊断仪采集数据，Doppler面积测量法计算出股静脉血液收缩期速度
（systolic velocity, SV），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 RI）以及动脉指数
（pulsatility index, PI），由此计算静脉平均流速（cm/s）=（SV×RI）/PI，股静
脉流量（mL/min）=股静脉平均流速×股静脉横切面积[4]。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7.0统计学软件包处理相关数据，计量数据采用

x±s表示，两组间的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麻醉效果比较：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平均意识恢复时间、

拔管时间以及止痛时间均显著缩短（均 P＜0.01）。观察组的麻醉效果显著优

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麻醉效果比较(x±s, t/min)

组别 n 意识恢复时间 拔管时间 止痛时间



对照组 60 15.26±2.82 22.61±2.74 29.11±3.07

观察组 60 9.83±1.95* 18.59±2.18** 22.77±2.99***

注：与对照组比较，* t=12.268，P＜0.01,** t=8.893，P＜0.01, ***t=11.460，

P＜0.01

2.2 两组患者股静脉血液动力学指标比较：气腹状态下，两组患者的股静脉流速

与意识清醒状态时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观察组患者的股静脉流速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意识恢复状态 5min时，两组患者股静脉流速都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而观察组患者的股静脉流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气腹

状态下，两组患者的股静脉与意识清醒状态时比较也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

观察组患者的股静脉流量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当意识恢复 5min时，

两组患者股静脉流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而观察组患者的股静脉流速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麻醉方法对患者股静脉血液阻滞作用明显小于

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股静脉血液动力学指标比较

气腹状态下 意识恢复状态 5min时

组别 n 股静脉流速

（ν/cm·s-

1）

股静脉流量

（mL/min）

股静脉流速

（ν/cm·s-

1）

股静脉流量

（mL/min）

对照组 60 5.12±1.14 318.53±104.11 9.37±2.15 528.87±124.66

观察组 60 5.47±1.03* 356.22±112.42** 11.78±2.27△ 568.56±142.86▲

注：与对照组比较，* t=1.765，P＜0.05，△t=1.905，P＜0.01，** t=5.971，P＜

0.01，▲t=1.687，P＜0.05

3 讨论

由于 LC具有手术创面较小、术后恢复快以及操作简单、患者伤害较小的特

点，是临床治疗胆道系统疾病目前常用的一种外科治疗方法，并逐步代替了传



统的开腹手术治疗[5]。然而，由于 LC手术中需要将腹腔镜插入腹膜腔，在向腹

膜腔中注入 CO2的过程中会导致腔内气压增加，进而会压迫腹腔内脏器和下腔

静脉，阻滞下腔静脉血流，一方面导致回心血量减小，引起患者全身供血障碍[6]；

另一方面，有报道显示，LC术中容易导致深静脉血栓形成，进而诱发肺栓塞危

及患者生命[7]。因此，麻醉方法的选择在 LC术中显得尤为重要。

丙泊酚是一种新型的烷基酚类麻醉药品，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尤其是在麻

醉诱导和麻醉维持中应用极广。丙泊酚的主要作用特点是麻醉起效快、维持时

间短、作用可靠以及毒副作用较小。采用靶控输液技术能够有效控制丙泊酚的

麻醉深度，满足不同时间长度的手术要求[8]。然而，有研究显示，丙泊酚用于

LC治疗时存在镇痛效果不全导致手术部位及注射过程具有剧烈的疼痛的问题。

另一方面，高剂量静脉输注丙泊酚产生的镇痛效果虽然较为良好，但是对呼吸

和循环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障碍（如心脏骤

停、肺栓塞等等），限制了临床应用。因此，如果能改善低剂量静脉输注丙泊

酚的镇痛效果，问题就迎刃而解。利多卡因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酰胺类局部麻醉

药品，其麻醉特点是起效快、渗透性强、麻醉效果较强且作用持久、安全剂量

窗较宽并且对手术部位的组织刺激较小、无血管扩张作用。采用硬膜外麻醉的

方法具有稳定患者体内酶系统的优点，并且能够选择性地阻断神经传导通路，

进而实现分区域暂时性地阻断患者痛觉神经冲动的传导，达到产生局部麻醉效

果。通过硬膜外注射利多卡因既可以很好地改善低剂量静脉输注丙泊酚进行麻

醉维持时引起的镇痛效果不全的缺点[9]，减少注射部位及手术创口部位的疼痛

感，同时，又能稳定机体酶系统控制炎症反应，减少丙泊酚对呼吸系统及循环

系统的抑制作用，提高麻醉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本研究通过使用单独静脉连续输注丙泊酚和静脉输注丙泊酚复合硬膜外注

射利多卡因麻醉两种麻醉方式，对比分析了两种方法在微创胆囊切除手术中的

临床效果，并跟踪监测了患者股静脉血液动力学指标。本研究结果表明，静脉

输注丙泊酚复合硬膜外注射利多卡因麻醉方式在微创胆囊切除手术中更为有效，

并且对患者股静脉的血流阻滞作用较小，可以提高麻醉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值

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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