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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对胆囊切除术患者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田　蕾 1 、 杨　猛 2 、 谢　斌 2 、 刘　佳 3

【摘要】目的　探讨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对胆囊切除术患者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行胆囊切除术患者 108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54 例，观察组采用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对照组采用芬太尼预防性镇痛，比较两

组患者应激反应、疼痛程度、负性情绪、不良反应等指标。结果　诱导后 10min（T1）、气腹 30min

（T2）、术毕 30min（T3），观察组血清肾上腺素（E）、去甲肾上腺素（NE）、皮质醇（Cor）含量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 0.05 或 P< 0.001）；术后 48 小时内各个时间点，观察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01）；术后 48 小时，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01）；两组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26％ vs 12.96％）

（P> 0.05）。结论　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有助于缓解胆囊切除术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可能与降低

胆囊切除术患者术中应激反应、减轻术后疼痛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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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tress rea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sufentanil preventive analgesia for patients with 
cholecystectomy　TIAN Lei，YANG Meng，XIE Bin，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Deyang People's Hospital，
Deyang 61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effect stress rea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sufentanil preventive analgesia for 

patients with cholecystectomy. Methods　108 cases patients with cholecystectomy from May 2014 to April 2015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given sufentanil preventive analgesia，the con-

trol group given fentanyl preventive analgesia，then stress reaction，pain，negative emotions，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10 min after induction（T1），30 min pneumoperitoneum（T2），30 min after 

surgery（T3），the observation group E，NE，Cor of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01）；

48h after surgery，the observation group VA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P<0.001）；

48h after surgery，the observation group SAS、SD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01）；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9.26％ vs 12.96％）（P>0.05）. Conclusion　

Sufentanil preventive analgesia help to ease anxiety，depression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holecystectomy，May be re-

lated to lower stress reaction，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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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最典型的并发症为术后疼

痛，术前预防性镇痛可抑制神经中枢痛觉神经，减

少术中镇痛药物的使用剂量，对增强麻醉效果和减

轻麻醉不良反应有重要的意义 ［1-2］。舒芬太尼是一种

常用麻醉性镇痛药，镇痛作用是芬太尼的 5～10 倍，

具有脂溶性高、起效和代谢快的优点，可较好控制

血液动力学参数，保证足够的心肌氧供应［3］。国内

外学者相关文献报道很多，但少有对负性情绪影响

的报道，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舒芬

太尼预防性镇痛对胆囊切除术患者应激反应及负性

情绪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行胆囊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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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的 患 者 1 0 8 例 为 研 究 对 象 ， 男 6 6 例 ， 女 4 2
例；年龄 42～71 岁，平均（58.32±4.30）岁；身

高 150～185cm，平均（167.10±6.28）cm；体重

45～70kg，平均（55.20±3.20）kg；ASA 分级：Ⅰ级

58 例，Ⅱ级 50 例；原发病：胆石病 69 例，胆道感染

29 例，胆道肿瘤 10 例。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告

知研究事项后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4 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均

有实施胆囊切除术的手术指征；（2）ASA 分级Ⅰ -

Ⅱ级；（3）年龄 42-71 岁。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

脑部、肺脏、肝脏和肾脏等其他脏器疾病，不宜实

施手术者；（2）月经期、妊娠或哺乳期者；（3）长期

服用镇痛药物者；（4）合并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疼

痛疾病者；（5）对研究的麻醉药物过敏者。

1.3　方法

两组患者实施胆囊切除术前常规禁食 12h，禁水

4h。麻醉前 30min 肌肉注射 0.02mg/kg 盐酸戊乙奎醚

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051948，规格 1ml：1mg）抗胆

碱药。进入手术室后，患者取平卧位，在上肢建立

静脉通道，连接心电监护，密切观察患者血压（BP）、

二氧化碳分压（PaCO2）、血氧饱和度（SpO2）。

麻醉诱导前 15min，观察组经过静脉通道输注舒

芬太尼注射液（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54256，规

格 5ml：250 μg）0.5 μg/kg 预防性镇痛，对照组输注

芬太尼（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42022076，规格 2ml：

0.1mg）100 μg/kg 预防性镇痛。随后开始诱导麻醉，

两组患者均静脉注射咪达唑仑 2～4mg/kg、顺苯阿曲

库铵 0.15mg/kg，然后进行气管插管。术中根据患者

情况，适当增加肌松药。术后，患者完全恢复自主

呼吸，意识清醒后，拔除气管导管，连接静脉镇痛。

1.4　观察指标

1.4.1　应激反应　麻醉诱导前 15min（T0）、诱

导后 10min（T1）、气腹 30min（T2）、术毕 30min（T3），

采集静脉血 4ml，3000r/min 离心 10min（离心半径

3cm）取血清，采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肾上腺素（E）、去甲肾上腺素（NE）、皮质醇（Cor）

含量。

1.4.2　术后 VAS 评分　手术后 3h、6h、12h、

24h、48h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患者的

疼痛响度，以患者的主观感觉为准，0 分表示无痛，

10 分为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

1.4.3　负性情绪　术前、术后 48h，采用焦虑自

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负性

情绪。SAS、SDS 均由 20 个主观感受项目组成，SAS

评分 <50 分为正常，SDS 评分 <53 分为正常。

1.4.4　不良反应　记录两组恶心、呕吐、皮肤

瘙痒、血压下降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应激反应

等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或 t 检验，

不良反应等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率表示，采用卡方检

验，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应激反应

T0 时，两组患者 E、NE、Cor 等含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T1、T2、T3 时点，三组 E、

NE、Cor 均明显高于 T1 时点（P<0.05，P<0.001），

观察组 E、NE、Cor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P<0.001），见表 1。

2.2　VAS 评分

术后 48h 内的各个时间点，观察组 VAS 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P<0.001），见表 2。

2.3　焦虑抑郁评分 

术前，两组患者 SAS 等负性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 48h，两组评分均明显降

低，观察组 SAS 等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P<0.001），见表 3。

2.5　不良反应

观察组发生恶心呕吐 4 例，皮肤瘙痒 1 例，对

照组发生恶心呕吐 5 例，皮肤瘙痒 1 例，血压升高 1
例。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26％ vs 

12.96％）（x2=0.375，P>0.05）。

3　讨论

舒芬太尼和芬太尼均对患者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前者的持续时间短于后者。舒芬太尼的脂溶性高于

芬太尼，起效快，在相同的作用效果下，舒芬太尼

的使用剂量远远小于芬太尼，因而舒芬太尼对循环

系统的干扰小于芬太尼，对血压、心率的影响较小，

对应激因子和激素分泌的刺激较轻，尤其对气管插

管的刺激有显著的缓解作用［4］。手术操作将刺激下

丘脑－腺垂体－肾上腺髓质系统，导致糖皮质激素

释放，E、NE、Cor 含量均明显升高［5］。舒芬太尼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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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镇痛后，T1、T2、T3 时点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可能与舒芬太尼刺激交感神经末梢突触前α 受

体、有效抑制 E、NE、Cor 释放有关［6］。

舒芬太尼是芬太尼的衍生物，镇痛效果为后者

的 5～10 倍，持续时间约为后者的 2 倍。由于其强度

而持久的镇痛效果，术后舒芬太尼的镇痛作用仍能

得到长时间的维持。因而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更轻［7］。

王永新等［8］通过对 116 例胆囊切除患者的随机对照

研究中，报道舒芬太尼超前镇痛的临床组术后疼痛

程度均明显低于芬太尼的参照组，本文研究结果也

支持这一观点，尽管两组不良反应并无统计学意义，

但舒芬太尼发生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仍低于对照组，

提示舒芬太尼超前镇痛安全性值得肯定。

影响胆囊切除术患者负性情绪的因素很多，应

激反应、疼痛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应激

反应越大，疼痛程度越强烈，焦虑抑郁等越发严重，

表现出典型的正相关性［9］。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

能够有效缓解胆囊切除术患者应激反应，降低疼痛

程度，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也随之减轻，

这可以从两组术后 SAS、SDS 评分比较中得到证实。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有助

于降低胆囊切除术患者术中应激反应，减轻术后疼

痛程度，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促进患者康

复。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舒芬太尼预防性镇

痛对胆囊切除术患者负性影响影响可能作用机制的

深入分析，有待于今后与同行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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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应激反应比较（x±s），n=54

组别 时间 E（pg/mL） NE（pg/mL） Cor（ng/mL）

观察组 T0 70.32±8.36 310.23±35.28 202.01±6.24

T1 160.24±24.05①② 345.21±40.10①② 207.12±7.65①②

T2 172.36±28.04①② 365.23±0.12①② 211.24±10.31①②

T3 125.32.15±16.03①② 300.23±0.15①② 217.21±10.85①②

对照组 T0 69.50±8.32 308.33±36.20 202.25±7.00

T1 305.12±35.06① 456.85±51.15① 216.02±11.36①

T2 360.32±40.05① 496.12±55.14① 228.02±16.45①

T3 322.3±35.06① 412.23±45.16① 242.26±19.12①

注：与T1时点比较，t =3.803～23.158，①P<0.05，①P<0.001；与对照组比较，t =5.585～15.336，②P<0.05，②P<0.001。

表3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比较（x±s），n=54

组别 术后3h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观察组 2.03±0.52 1.92±0.61 1.72±0.61 1.42±0.68 1.03±0.46

对照组 3.84±0.75 3.63±0.54 3.47±0.72 2.73±0.57 1.94±0.56

t 14.574 15.424 13.628 10.849 9.227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表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n=54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术前 术后48h t ，P 术前 术后48h t ，P

观察组 68.32±7.15 43.12±5.32 20.779，<0.001 67.56±7.24 45.12±5.24 18.451，<0.001

对照组 67.89±7.22 58.36±6.54 7.189，0.008 67.45±7.12 57.36±6.25 7.826，0.007

t 0.311 13.284 0.080 11.028 　

P 0.568 <0.001 0.92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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