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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对区域麻醉的轻度抑郁老年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张晓辉

【摘要】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对区域麻醉的轻度抑郁老年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我院收治行单侧髋关节置换术的 200 例轻度抑郁老年患者随机分

成对照组、研究组，每组 100 例。麻醉时对照组静脉注射咪达唑仑，研究组静脉注射右美托咪定。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清 S100β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采用简易精

神状态量表（MMSE），评价患者的认知功能，另外，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结果　与对照

组比较，T1、T2、T3 时，研究组血清 S100β蛋白、NSE 水平降低，术后 1、3 天时，MMSE 评分升

高（P< 0.05）；研究组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对区

域麻醉的轻度抑郁老年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影响较小，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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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on short-term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ild de-
pression after regional anesthesia　　ZHANG Xiaohu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on short-term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after regional anesthesia.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8 to July 2019，200 elderly pa-

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who underwent unilateral hip replace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idazolam intravenously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dexmedetomidine intravenously. The levels of serum S100 beta protein and neuron specific eno-

lase（NSE）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the Mini Mental State Scale（MMSE）. In addition，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unted. Results　At T1，T2 and T3，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serum S100 beta protein and 

NS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decreased，and the MMSE score was increased at 1 and 3 days after operation（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Dexmedetomidin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hort-term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a-

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after regional anesthesia，with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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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短期认知功能障碍一般是在术后数天发

生［1］。术前轻度抑郁病人发生术后短期认知功能障

碍的几率更高［2］。右美托咪定属于高选择性 a2 肾上

腺素受体激动剂，可作用于大脑蓝斑核，有中枢性

镇静、镇痛以及抗交感的作用，常用于区域麻醉镇

静中［3］。研究证实，右美托咪定在改善老年病人术

后短期认知功能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在轻度抑

郁老年病人术后短期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较少［4］。

本文探讨右美托咪定镇静对区域麻醉轻度抑郁老年

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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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6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为时间段，选择我

院收治行单侧髋关节置换术的 200 例轻度抑郁老年

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研究组，每一组 100
例。纳入标准：（1）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5］分

级为Ⅰ级或者Ⅱ级；（2）术前抑郁自评量表（SDS）［6］

评价分值为 53~62 分；（3）术前，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7］评分超过 23 分；（4）受教育年限 6~9 年；

（5）年龄 60~80 岁，男女不限；（6）自愿参与本次

研究且签署有同意书；（7）本研究经医院伦理会批

准同意。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2）
年龄超过 80 岁或者年龄低于 60 岁者；（3）伴有滥

用精神药物史及酗酒史的患者；（4）伴有言语障碍

者；（5）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病史患者；（6）严重脑

瘤或者脑科手术病史者；（7）伴有心动过缓以及房

室传导阻滞患者；（8）失语失聪、无法正常交流者。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观察

指标 对照组（n=100）研究组（100） t/χ2 P

性别（男/女） 59/41 55/45 0.326 0.567

年龄（岁） 70.98±5.12 71.02±6.97 0.485 0.512

体质量（kg） 69.37±7.13 68.49±5.68 0.769 0.321

受教育年限（年） 8.21±0.25 8.12±0.34 0.421 0.569

手术时间（min） 76.93±12.52 77.18±15.91 0.814 0.196

1.2　方法

进 入 手 术 室 后 ， 密 切 检 测 病 人 的 无 创 血 压

（BP）、呼吸（HR）以及血氧饱和度（SpO2）和心电

图（ECG），立即开通静脉通路。指导缓和保持仰卧

位，通过 L2~3 或者 L3~4 间隙，进行腰硬联合阻滞

麻醉。应用 1.5~2.5ml 0.4％布比卡因（6-10mg），控

制平面低于 T10，并且根据麻醉平面，决定是否需

要追加硬膜外腔麻醉药。

（1）研究组，静脉滴注右美托咪定镇静，0.5ug/

kg 为用量标准，输注 10 分钟后，按照 0.5ug/（kg·h）

的速度，持续输注，一直到手术结束；（2）对照

组，静脉注射咪达唑仑，0.02~0.04mg/kg 为用量标

准，术中，间断静脉注射用药，每次用量 1mg，维

持 Ramsay 在 2~4 分之间。术中，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价患者的疼痛程

度，若是 VAS 评分超过 4 分，需要静脉注射 0.05mg

芬太尼，HR 每分钟若是低于 50 次，则需要静脉注

射 0.05mg 阿托品。

1.3　观察指标

（1）在术前 30 分钟（T0）、术毕即刻（T1）、术

后 6h（T2）以及术后 24h（T3）四个时间点，分别取

外周静脉血，采取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

清 S100β蛋白、NSE 水平。

（2）术前 1 天、术后 1 天与术后 3 天，根据

MMSE 评分，评价患者的认知功能。

（3）统计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 20.0 软件分析，t 检验计量资料（x
±s），且 χ2 检验计数资料［n（％）］，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100β蛋白、NSE

比较显示，两组患者在 T0 时的 S100β 蛋白、

NSE 无明显差异（P>0.05）；T1、T2、T3 时两组上述

两项指标都升高，且研究组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5），详细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2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S100β蛋白、NSE

［n=100，ug/L］

指标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t P

S100β蛋白 T0 0.32±0.11 0.33±0.15 0.481 0.586

T1 0.57±0.14 0.44±0.12 5.928 0.000

T2 0.78±0.25 0.56±0.21 4.581 0.000

T3 0.63±0.18 0.47±0.23 5.013 0.000

NSE T0 8.75±1.02 8.51±1.42 0.861 0.135

T1 12.58±4.05 10.17±2.37 5.125 0.000

T2 18.23±5.21 13.12±4.12 4.596 0.000

T3 15.69±5.09 11.48±3.01 4.951 0.000

2.2　MMSE 评分

比较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术前 1 天的 MMSE

评分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 天

与术后 3 天，研究组 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二

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详细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3　对比观察不同时间点患者的MMSE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术前1天 术后1天 术后3天

研究组 100 27.45±1.92 22.41±1.02 25.83±1.53

对照组 100 27.41±2.01 20.17±0.79 22.37±1.09

t - 0.582 5.682 6.724

P - 0.417 0.000 0.000

2.3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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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详细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4　观察比较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过敏 低血压 合计

研究组 100 2 3 5（5％）

对照组 100 4 3 7（7％）

χ2 - - - 0.354

P - - - 0.551

3　讨论

S100β蛋白是一种神经胶质细胞［8］。S100β蛋

白与 NSE 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程度，属于特

异性生化指标，和老年人术后认知功能损伤程度

有关［9-10］。本研究显示，T0 时两组病人 S100β蛋白

与 NSE 差异不大（P>0.05），T1、T2、T3 时，两组

病人的两项指标都有所升高，且研究组 S100β蛋白

与 NSE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这个结果说明

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仑都会损伤认知功能，相比而

言，右美托咪定影响程度较轻。右美托咪定，属于

高选择性 a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可镇静、镇痛，

且具有稳定围术期血液循环的作用，可减少麻醉药

用量［11］。右美托咪定改善术后免疫状态、认知功能，

其机制可能是和降低围术期血清核转录因子 -kB 以

及细胞间黏附分子 -1 有关［12］。

 术后 MMSE 评分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密

切。研究显示，相比年轻病人，老年病人术后短期

认知功能障碍与 MMSE 评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13］。

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程度对认知功能评价指标

MMSE 准确度有影响［14-15］。故此，本次研究选择

60～80 岁的老年人，且受教育年限 6～9 年。本研

究术后 1 天与术后 3 天，研究组 MMSE 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说明右美托咪定对认知功能影响较

小。另外，右美托咪定的安全性高，较少出现不良

反应，体现在两组病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

差异方面。本研究和张敏，陈淼航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16］。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镇静可减轻对区域麻醉

轻度抑郁老年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而且

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由于本次研究的样本例数

较少，样本来源均为一家医院，故此，关于右美托

咪定镇静对区域麻醉轻度抑郁老年患者术后短期认

知功能的影响，还需要广大学者进一步研究，为临

床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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