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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啶对乳腺癌根治术术后患者自主神经平衡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赵　鸿 1 、 杨　光 2 、 侯慧洁 1 、 卢文士 2 、 钱　昆 1

【摘要】目的　分析右美托咪啶对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的效果及对认知功能影响。方法　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115 例欲行乳腺癌根治术治疗的患者分组，两组患者麻醉方法相同，对照组 57 例

于麻醉诱导前给予生理盐水静脉泵入，观察组 58 例于麻醉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啶静脉泵入，对比两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皮质醇（Cor）、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血流动力学指标、自主神经

平衡、认知功能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术后 1h，观察组 HF、LF/HF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术

后 6h，观察组 DA、NE、Cor、HR、SP 水平低于对照组，MAP 水平高于对照组；术后 24h，观察组 

DA、NE、Cor、HR 水平低于对照组，MAP 水平高于对照组，术后 72h，观察组 NE 水平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术后 24、72h、7d 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右

美托咪啶能够有效抑制中枢交感神经活性，维持自主神经平衡，减轻血流动力学波动及应激反应，

促进乳腺癌根治术患者认知功能恢复，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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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on autonomic nervous balanc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after radical 
mastectomy　　ZHAO Hong，YANG Guang，HOU Huijie，et al. 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
Co，Ltd. ，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treatment with dexmedetomidine. Methods　A total of 11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mastec-

tom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anesthesia method was the same in the two groups.5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intravenous saline before anesthesia induction，and 58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nesthetized.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dexmedetomidine before induction，comparing serum cortisol（Cor），dopamine（DA），nor-

epinephrine（NE），hemodynamics，autonomic balance，cognition after treatment Function and incidence of post-

operative adverse events. Results　At 1 h after operation，the levels of HF and LF/H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6 h after operation，the levels of DA，NE，Cor，HR and SP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AP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DA，NE，Cor and H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MAP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72 hours after operation，the NE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MMS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at 24，72，

and 7 days after operati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in the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exmedetomidine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central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maintain autonomic balance，

reduce hemodynamic fluctuations and stress response，promote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

cal mastectom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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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位居首位，病

死率较高，手术是临床上治疗乳腺癌的常用方法，

但是麻醉过程或手术过程中的刺激极易导致机体出

现应激反应，导致术后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增加术

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不利于患者术后的康复［1］。右

美托咪啶具有镇静催眠，调节心血管系统稳定性的

效用，对于改善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有着较为理想的

治疗效果［2］。本研究旨在观察右美托咪啶对接受乳

腺癌根治术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

的 115 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经乳腺 X 线摄影、症

状体格、乳腺导管造影、组织病理学检查等检查确

诊符合乳腺癌诊断标准［3］，入选患者均为女性，纳

入患者均行乳腺癌根治术治疗，美国麻醉学家学会

（ASA）分级：Ⅱ ~ Ⅲ级，所有患者均由同一医师进

行操作，患者知情，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

手术禁忌症，术前进行放疗、化疗治疗患者，既往

精神病史，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治疗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7 例，年龄 39~63 岁，平

均（50.99±5.61）岁；体质量 49~76kg，平均（62.31
±6.15）kg；ASA 分级：Ⅱ级 20 例，Ⅲ级 37 例。观察

组 58 例，年龄 41~61 岁，平均（50.90±5.65）岁；体

质量 49~78kg，平均（62.36±6.19）kg；ASA 分级：Ⅱ

级 23 例，Ⅲ级 35 例。两组患者资料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常规禁食水，进入手术室后在局

部麻醉下进行颈内静脉及挠动脉穿刺置管，两组患

者均给予麻醉诱导，诱导时应用丙泊酚 1.0~1.5mg/

kg、舒芬太尼 0.6 μg/kg、罗库溴铵 0.6~1.0mg/kg 静脉

注射，麻醉诱导后给予机械通气，麻醉维持时应用

舒芬太尼 0.1~0.3 μg/（kg·h）、丙泊酚 3～8mg/（kg·h）、

顺苯磺酸阿曲库铵 0.1~0.3mg/（kg·h）静脉输注，对

照组患者在麻醉诱导前 30min 给予生理盐水 0.1 μg/

（kg·min）静脉泵入，泵入时间为 10min，观察组

患者在麻醉诱导前 30min 给予右美托咪啶 0 .1 μg/

（kg·min）（国药准字 H20090248，规格 2mL：200mg）

静脉泵入，泵入时间同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手术

前后认知功能变化。

1.3　观察指标

（1）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分别采用放射免疫

分析法及酶联免疫法检测两组患者麻醉诱导前、术

后 6h、24h、72h 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

及血清皮质醇（Cor）水平变化，记录其水平并进行

对比；（2）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比较：监测两组患者

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收缩压（SP）水平

变化，时间段选择麻醉诱导前、术后 6h、24h、72h；

（3）自主神经平衡比较：采用心率变异性评价患者

自主神经平衡，应用多功能监测系统测定心率变异

性不同时间段指标水平变化，通过频域分析法测定

LF/HF 值，其中将低频带（LF）设定为 0.03~0.15Hz，

高频带（HF）设定为 0.15~0.4Hz，总功率（TP）

0~0.5Hz；（4）认知功能：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评价，MMSE 评分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认

知功能越佳；（5）对比术后不良事件。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以［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6、24h DA、NE、Cor 水平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术后 72h 观察组患者 NE 水平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DA、NE、Cor水平对比（x±s）

指标 组别 麻醉诱导前 术后6h 术后24h 术后72h

DA（pg/mL） 对照组（n=57） 87.89±9.28 104.58±9.96△ 98.67±9.16△ 88.29±9.31

观察组（n=58） 87.91±9.31 90.11±8.81△▲ 88.34±8.92△▲ 87.99±9.06

NE（pg/mL） 对照组（n=57） 231.51±56.51 295.61±85.64△ 288.91±79.35△ 269.46±75.11△

观察组（n=58） 230.88±56.62 270.13±69.99△▲ 258.69±63.11△▲ 243.38±59.81▲

Cor（ng/mL） 对照组（n=57） 219.65±73.52 270.13±83.11△ 258.15±80.12△ 230.51±75.53

观察组（n=58） 220.10±74.01 249.36±78.03△▲ 238.62±76.11▲ 230.01±73.21

注：与麻醉诱导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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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主神经

观察组患者术后 1h HF、LF/HF 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LF、HF、LF/HF水平对比（x±s）

指标 组别 麻醉诱导前 术后1h 术后12h

LF（ms2/Hz） 对照组（n=57） 3.04±0.35 2.95±0.33△ 2.91±0.34△

观察组（n=58） 3.06±0.37 2.86±0.31△ 2.85±0.29△

HF（ms2/Hz） 对照组（n=57） 2.96±0.57 2.81±0.51△ 2.77±0.52△

观察组（n=58） 2.95±0.59 2.63±0.53▲ 2.61±0.51△

LF/HF 对照组（n=57） 1.36±0.61 1.49±0.66 1.39±0.59

观察组（n=58） 1.37±0.62 1.30±0.30▲ 1.29±0.27

注 ：与麻醉诱导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4　认知功能

观 察 组 患 者 术 后 M M S E 评 分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4。
表4　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24h 术后72h 术后7d

对照组 57 28.69±0.88 22.19±1.13△ 24.03±0.92△ 28.38±0.89△

观察组 58 28.71±0.90 25.81±0.86△▲ 26.99±0.93△▲ 28.69±0.95▲

注：与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 <0.05。

2.5　不良事件

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5.17％显著低

于对照组患者的 17.54％（P<0.05），见表 5。
表5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疼痛 呕吐 躁动 合计

对照组 57 3（5.26） 4（7.02） 3（5.26） 10（17.54）

观察组 58 1（1.72） 2（3.45） 0 3（5.1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3883，*P=0.0362<0.05。

3　讨论

乳腺癌以女性最为常见，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

率约为 42.55/10 万，城市高于农村［4，5］。乳腺癌根

治术是常见治疗手段，但是，由于麻醉、患者心理、

生理、手术过程等因素的刺激，极易导致患者出此

案严重的应激反应，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恢复造

成严重不利影响［6］。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 24h、72h、7d 

MMSE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患者麻醉

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啶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术后认知功

能恢复。右美托咪啶作用于机体后通过结合突触前膜

及突触后膜α2 受体，抑制 NE 的合成及释放，调节

交感神经活性及心率，避免心动过速的发生［7］，同时，

右美托咪啶作为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的一种，具有

较高的选择性，作用于中枢时，具有较佳的抗交感功

用，镇静效用更类似于自然睡眠，不会抑制呼吸，有

效抑制 Cor 及 DA 水平，降低神经递质的兴奋性及神

经元释放，对神经系统活性氧的释放及生成产生抑制

效用，加快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降解速度及再摄取，最

大限度的避免损伤神经系统，减小血流波动［8］。本研

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 DA、NE、Cor、HR、S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MAP 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

提示右美托咪啶应用于乳腺癌根治术患者，能够更为

有效的减小血流波动，减轻机体应激反应，这可能是

促进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恢复的机制之一。

自主神经功能平衡是机体心脏功能及心脏节律

维持正常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监测机体应激反应

的指标之一，LF 及 HF 分别代表交感神经活性及副

交感神经活性，其比值水平能够直接判定两者之间

2.2　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6h HR、SP 水平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MAP 水平高于对照组，术后 24h 观察

组 HR 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MAP 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HR、MAP、SP水平对比（x±s）

指标 组别 麻醉诱导前 术后6h 术后24h 术后72h

HR（次/min） 对照组（n=57） 77.61±13.02 92.03±11.65△ 85.98±10.99△ 78.39±12.28

观察组（n=58） 77.58±13.11 81.90±12.13△▲ 80.77±12.08▲ 76.19±12.01

MAP（mmHg） 对照组（n=57） 81.85±10.79 70.91±9.96△ 73.97±9.18△ 82.96±8.98

观察组（n=58） 81.87±10.83 76.38±9.11△▲ 78.99±9.29▲ 82.88±9.37

SP（mmHg） 对照组（n=57） 115.57±12.28 122.35±12.61△ 118.96±12.59 115.67±12.37

观察组（n=58） 115.61±12.31 117.96±12.43▲ 116.59±12.35 115.59±12.28

注：与麻醉诱导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下转第 111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