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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对妇科腹腔镜患者术后 
认知功能的影响

何金乾

【摘要】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对妇科腹腔镜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行择期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 12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A 组、B 组和 C 组各 �0 例，

A、B、C 组在麻醉诱导期和维持麻醉期均加入右美托咪定，剂量分别为 0.�、0.4、0.�ug/（kg·h），对

照组在相同时间给予等容积的生理盐水。观察记录患者术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拔管时间、苏醒时

间、定向力恢复时间、术后 24h 内疼痛程度、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POCD）发生情况。结果　C 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均明显低于 A 组（P< 0.0�）；

C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 A、B 组（P< 0.0�）；B、C 组患者在术后 4h、�h、24h 的视觉模拟评分（VAS）

均低于同时期 A 组（P< 0.0�）；手术后 1、�、�d，A、B、C 组患者 MoCA 评分均高于同时间点对照组

（P< 0.0�）；A、B、C 组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0.0�）。结论　对行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患者，

在全身麻醉时加入右美托咪定，能够有效缓解术后疼痛程度，有利于术后认知功能的恢复，从而降

低 POCD 发生率，推荐剂量为 0.4ug/（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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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erioperative doses of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sufentanil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patients　　HE Jinqi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Nany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sufentanil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patients. Methods　12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yneco-

logic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B、C group，each group was 30 cases. In group A，B and C，dexmedetomidine was added to the anesthesia in-

duction period and maintenance period，the dose were 0.3，0.4，0.5 ug/（kg·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qual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at the same time. Observe and recor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extubation time，

recovery time，recovery time，postoperative 24h pain，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and POCD occurrence. Results　

Recovery time，extubation time and directional recovery time in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P<0.05）；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group A and B（P<0.05）. The scores of 4h，

8h and 24h in B and C group were lower than group A（P<0.05）；The MoCA scores of the 1、3、7d after operation，

the，A，B and C groups were all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POCD in group A，B and C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gynecologic laparoscopic surgery，

the addition of dexmedetomidine during anesthesia could relieve postoperative pain，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cogni-

tive function recover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CD，the recommended dose is 0.4 ug/（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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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是指术前无精神异

常的患者在手术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主要

表现为精神错乱、焦虑、认知行为和意志的改变、

记忆受损等，具有可逆性与波动性，是全麻患者术

后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有学者认为［2］POCD 的发

生与手术和麻醉导致的应激反应密切相关，因此如

何选择合适的麻醉用药来控制 POCD 的发生是研究

的热点。右美托咪定（DEX）镇静效果好，对呼吸抑

制影响弱，被广泛用于全麻手术中，有研究表明［3］

右美托咪定能够降低患者术后早期 POCD 的发生率

和严重程度，但是目前还没有指南能明确最佳治疗

浓度。故在本次研究中，笔者研究不同浓度的右美

托咪定联合舒芬太尼对妇科腹腔镜患者术后认知功

能的影响，拟明确最佳浓度，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在我院行择期妇

科腹腔镜手术患者 12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四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38.12
±4.85）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级

15 例，Ⅱ级 15 例，平均体重（55.48±7.60）kg。A 组：

平均年龄（38.65±5.11）岁，ASA 分级：Ⅰ级 14 例，

Ⅱ级 16 例，平均体重（55.13±7.82）kg。B 组：平均

年龄（38.42±4.96）岁，ASA 分级：Ⅰ级 16 例，Ⅱ级

14 例，平均体重（55.67±7.34）kg。C 组：平均年龄

（37.98±4.58）岁，ASA 分级：Ⅰ级 14 例，Ⅱ级 16
例，平均体重（54.97±7.37）kg。比较四组患者年龄、

ASA 分级、体重等一般病历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均进行腹

腔镜手术；②年龄在 20~50 岁之间；③ ASA 分级为Ⅰ

~ Ⅱ级；④意识清楚，能配合进行问卷调查，术前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 26 分；⑤同意

参与本次研究，并与家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史；②对麻醉药物过敏者；③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④合并脑出血、脑

外伤、颅内肿瘤等脑部疾病；⑤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法

正常交流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麻醉诱导

采用咪达唑仑 0.05mg/kg、舒芬太尼 0.5ug/kg、丙泊

酚 0.4ug/kg、顺阿曲库铵 0.2mg/kg。然后行气管插管，

设置呼吸频率为 12~14 次 /min，潮气量为 8~10ml/

kg，术中以静脉持续泵注舒芬太尼 0.2ug /（kg·h）、

维持麻醉，间断给予顺阿曲库铵维持肌松，手术结

束前 40min 停用顺阿曲库铵，缝皮时停用舒芬太尼。

A、B、C 组麻醉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定（生产

批号 201512182，规格 2ml：200ug）0.5 ug/kg。A、B、

C 组在维持麻醉前加右美托咪定（配置成 4ug/ml）

0.3、0.4、0.5ug/（kg·h）持续泵注至手术结束前

40min。对照组在麻醉诱导前和气管插管后相同时间

内给予等容积的生理盐水。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

1.�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手术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记录拔管

时间、苏醒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评价患者手术

前 1d、手术后第 1d、3d、7d 认知功能和 POCD 发

生情况。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

价患者认知功能：量表共 8 项内容，总分 30 分，当

MoCA 评分＜ 26 分即为 POCD。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评价患者术后 24h 内疼痛程度：从无痛到

无法忍受的剧痛为 0~1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资

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F 检验，计数资料

以（n，%）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以α=0.05
为检验标准，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四组患者苏醒情况的比较

B 组苏醒时间明显低于 A 组，C 组苏醒时间、拔

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均明显低于 A 组，C 组拔

管时间低于 B 组（P<0.05），详见表 1。
表1　四组患者苏醒情况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苏醒 

时间（min）
拔管 

时间（min）
定向力恢复时

间（min）

A组 30 12.98±3.15 a 16.98±3.50 a 21.34±4.06a

B组 30 11.34±2.60ab 15.70±2.89a 20.52±3.55a

C组 30 10.52±2.44ab 14.36±2.61abc 19.25±3.26ab

对照组 30 14.50±3.63 18.52±3.74 23.19±4.42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A组比较，bP<0.05；与B组

比较，cP<0.05。

2.2　四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的比较

C 组患者在术后 4h、8h 的 VAS 评分均低于同时

期 B 组（P<0.05），详见表 2。

2.�　四组患者手术前后 MoCA 评分的比较

手术后 1、3d，对照组患者 MoCA 评分较手术前

1d 明显降低（P<0.05）；手术后 1、3、7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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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MoCA 评分均高于同时间点对照组（P<0.05），

详见表 3。
表2　四组患者术后VA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4h 术后8h 术后24h

A组 30 5.74±1.06a 5.32±0.85a 3.39±0.58a

B组 30 4.85±0.88 ab 4.51±0.72 ab 3.16±0.50 ab

C组 30 4.20±0.72abc 4.01±0.66 abc 3.01±0.43 ab

对照组 30 6.46±1.25 5.96±1.04 3.76±0.69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A组比较，bP<0.05；与B组

比较，cP<0.05。

表3　四组患者手术前后MoCA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手术前1d 手术后1d 手术后3d 手术后7d

对照组 30 27.83±1.03 23.75±1.44a 25.67±1.50a 27.35±1.38

A组 30 28.02±1.08 27.34±1.25ab 27.73±1.12b 27.95±1.04b

B组 30 27.87±1.05 27.52±1.13b 27.80±1.10b 27.90±1.07b

C组 30 27.99±1.04 27.83±0.98bc 28.04±1.01b 28.01±1.05b

注：与手术前1d组内比较，aP<0.05；与同时间点对照组比

较，bP<0.05；与同时间点A组比较，cP<0.05；与同时间点B组比

较，dP<0.05。

2.4　四组 POCD 发生率的比较

A 组 POCD 发生 5 例，发生率为 16.67％。B 组

POCD 发生 3例，发生率为 10.00％。C 组 POCD 发生 2
例，发生率为 6.67％。对照组 POCD 发生 12 例，发生

率为 40.00％。A、B、C 组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 A、B、C 组三组间

POCD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四组术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A 组低血压 2 例，心动过缓 1 例，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10.00％。B 组高血压 2 例，低血压 7 例，心动

过缓 4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3.33％。C 组高血压

3 例，低血压 9 例，心动过缓 5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53.67％。对照组高血压 5 例，低血压 12 例，心

动过缓 9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6.67％。C 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高于 A、B 组（P<0.05），详见表 4。

3　讨论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作用于肾上腺素受体（α2-

AR）的高选择性的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4］，能够对突

触后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进行有效抑制，降低中枢

神经系统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在发挥镇痛、镇

痛作用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机体应激反应，抑制交

感神经活性和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对α2-AR 激

动选择性强，而且具备用量小、半衰期短的优点［5］，

最近几年被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与镇痛。大

量研究显示［6-7］，右美托咪定能够改善患者术后认知

功能，并降低术后早期 POCD 发生率，但是不同剂

量对患者影响不同，大剂量右美托咪定对患者术后

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更明显，但是心动过缓、低血

压等不良反应发生也会增多。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A、B、C 组苏醒时间、

拔 管 时 间 、 定 向 力 恢 复 时 间 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提示右美托咪定能够使患者麻醉过程更

加平稳，进而缩短了苏醒时间，这是由于 DEX 能够

让患者进入自然非动眼睡眠，使其保持较好的定向

能力，与李敏［8］的研究结果一致。C 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高于 A、B 组（P<0.05），说明右美托咪定剂量

增加后，患者易发生低血压、心动过缓等不良反应。

舒芬太尼是强效阿片类镇痛剂，脂溶性强，已通过

血脑屏障，起效快、作用强［9-10］，本研究中应用舒芬

太尼麻醉诱导和维持麻醉，发现随着右美托咪定剂

量的增加，A、B、C 组患者在术后 4h、8h、24h 的

VAS 评分也随之下降（P<0.05），说明 DEX 联合舒

芬太尼缓解术后疼痛作用明显。术后 1-3d 是 POCD

的高发期，患者会出现语言逻辑凌乱、判断力丧失、

思维意识障碍等情绪，多数患者还可能产生幻觉与

错觉［11］。我国对认知功能的评价常使用简易精神状

态量表（MMSE），本次研究使用 MoCA 量表，涵盖

的认知域更广泛、全面，分值分配更合理，提高了

视空间及执行功能的分值，对记忆力测查更合理，

增加了词语的数量及难度，延长了延迟回忆的时间，

更能反映患者记忆力的真实状况，对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的筛查更敏感［12］。通过比较患者术后 MoCA 评

分，C 组患者术后 1d、3d 的 MoCA 评分高于 A 组，

A、B、C 组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证实了右美托咪定具有保护患者认知功能的作用，

B、C 两组间 MoCA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说明

两种剂量对认知功能影响相差不大。分析本次研究

结果，B、C 两组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优于 A

组，而 B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C 组，说明剂量为

0.4ug/（kg·h）时，右美托咪定的作用效果更令人满

意，值得推荐。目前，右美托咪定防止 POCD 发生

的具体作用机制还不明确，相关文献［13-14］显示：①抑

制应激反应：海马结构与认知功能存在一定联系，而

应激反应发生会引起皮质醇浓度的升高，损害海马

细胞，从而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右美托咪定通过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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