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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咪酯联合丙泊酚诱导全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MECT治疗中的应用及安
全性分析

刘新生 、 王仁广 、 陈红军

【摘要】目的　探讨依托咪酯联合丙泊酚诱导全麻在精神分裂症（SP）患者无抽搐电休克

（MECT）治疗中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 �� 例 SP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各

�2 例。A 组静脉注射丙泊酚 2 mg/kg 麻醉全麻，B 组静脉注射依托咪酯 0.� mg/kg 麻醉全麻，C 组静脉

注射丙泊酚 1 mg/kg 联合依托咪酯 0.1� mg/kg 麻醉全麻，对比三组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

制指数、抽搐一致性指数、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同时间点收缩压（SBP）、心率（HR）。结果　C 组运

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制指数、抽搐一致性指数较 B 组高，B 组较 A 组高（P< 0.0�）；麻醉

诱导后（T1）时三组 SBP、HR 均降低，电刺激时（T2）时三组 SBP、HR 均升高，电刺激后 � min（T�）

和电刺激后 10 min（T4）时三组 SBP、HR 均降低，T1 时 C 组 SBP、HR 高于 A 组，B 组 SBP、HR 高

于 A 组，T� 时 C 组 SBP 较 B 组、A 组低（P< 0.0�），C 组血流动力学波动小于 B 组、A 组；B 组躁动、

肌肉震颤发生率（�1.2�％、�4.��％）高于 A 组（�.2�％、�.2�％）、C 组（�.2�％、�.��％），A 组注

射痛发生率（�7.�0％）高于 B 组（12.�0％）和 C 组（12.�0％）（P< 0.0�）。结论　依托咪酯联合丙泊

酚诱导全麻应用于 SP 患者 MECT 治疗中，可在保持较小血流动力学波动的情况下，保证治疗效果，

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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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etomidate Combined with eropofol in MECT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IU Xinsheng，WANG Renguang，CHEN Hongjun，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Puyang People's Hos-
pital of Henan Province，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tomidate combined with propofol in without con-

vulsion electroconvulsive（MECT）for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SP）patients.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SP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32 in each group. Group A 

received intravenous propofol 2 mg/kg anesthesia，group B 0.3 mg/kg etomidate anesthesia，and group C received in-

travenous propofol 1 mg/kg combined with etomidate 0.15 mg/kg anesthesia. The duration of motor attack，convulsive 

energy index，inhibition index，convulsive consistency index，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systolic blood pres-

sure（SBP）and heart rate（HR）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time of 

motor attack，convulsive energy index，inhibitory index and convulsive consistency index in group C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while those in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P<0.05）. SBP and HR in three groups 

decreased at T1，SBP and HR in three groups increased at T2，SBP and HR in three groups decreased at T3 and T4，

SBP and HR in group C were higher at T1，SBP and HR in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SBP and HR in 

group C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group A at T3（P<  0.05），and hemodynamic wave in group C. The inci-

dence of agitation and muscle tremor in group B（31.25％，34.38％）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6.25％，6.25％）

and group C（6.25％，9.38％）. The incidence of injection pain in group A（37.50％）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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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休克是治疗 SP 的有效方法之一，无抽搐电休

克（MECT）是一种改良后的电休克方法，在麻醉状

态下进行，无抽搐发作，且不影响供氧，患者无明

显痛苦，不良反应较少，患者适应程度高［1］。理想

麻醉药物应具有起效快、循环稳定、恢复迅速等特

点，且需对患者认知功能影响较小。本研究以我院

96 例 SP 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静脉注射依托咪酯、

丙泊酚诱导全麻的效果及安全性，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4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 96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 组，各 32
例。A 组男 17 例，女 15 例；年龄 20~64 岁，平均

（41.86±9.77）岁；病程 2~8 年，平均（5.13±1.06）

年；体质量 41.6~84.3 kg，平均（62.78±8.51）kg。B

组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20~63 岁，平均（41.42±

9.51）岁；病程 2~9 年，平均（5.37±1.15）年；体质

量 41.9~84.6 kg，平均（62.96±8.63）kg。C 组男 19
例，女 13 例；年龄 21~64 岁，平均（41.77±9.62）岁；

病 程 2~9 年 ， 平 均 （5 .41±1 .20） 年；体 质 量

41.4~84.1 kg，平均（62.74±8.35）kg。三组基线资

料（性别、病程、年龄、体质量）均衡可比（P>0.05），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入选标准 

（1）纳入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美国麻醉医师

学会（ASA）分级Ⅰ ~ Ⅱ级；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2）排除标准：肝肾功能不全；脑器质性疾病；

胆碱酯酶缺乏症；对研究所用药物过敏；MECT 禁忌

证；近期曾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1.�　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 12 h 禁食，术前 8 h 禁饮，术前

0.5 h 静注阿托品（国药准字 H41020291）0.5 mg，建

立静脉通路，面罩给氧，静注麻醉剂。A 组静脉注

射丙泊酚（国药准字 H20030115）2 mg/kg 麻醉全麻，

B 组静脉注射依托咪酯（国药准字 H32022992）0.3 

mg/kg 麻醉全麻，C 组静脉注射丙泊酚 1 mg/kg 联合

依托咪酯 0.15 mg/kg 麻醉全麻，患者睫毛反射消失

后，均静注琥珀胆碱 1 mg/kg，全身肌肉松弛后，采

用醒脉通治疗仪通电治疗，根据患者情况确定治疗

电量。隔日 1 次，共治疗 6 次。

1.4　观察指标 

（1）对比三组治疗后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

指数、抑制指数、抽搐一致性指数。（2）对比三组麻

醉前（T0）、麻醉诱导后（T1）、电刺激时（T2）、电

刺激后 5 min（T3）、电刺激后 10 min（T4）收缩压

（SBP）、心率（HR）。（3）对比三组不良反应（躁动、

注射痛、肌肉震颤）发生情况。

1.�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

（x±s）表示，t 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计数

资料用 n（％）表示，χ2 检验，多个样本率两两比

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制指数、

抽搐一致性指数 

三组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制指

数、抽搐一致性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两比较，C 组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

制指数、抽搐一致性指数较 B 组高，B 组较 A 组高

（P<0.05），见表 1。
表1　三组运动发作时间、抽搐能量指数、抑制指数、抽搐一

致性指数对比（x±s）

组别 例数
运动发作 
时间（s）

抽搐能量指数 抑制指数（％）
抽搐一致性 

指数（％）

A组 32 50.86±13.25 1316.57±262.84 82.23±5.61 76.20±8.28

B组 32 66.43±15.12 1527.66±239.18 88.39±6.42 81.15±8.34

C组 32 71.52±16.33 1843.81±252.64 92.76±6.57 84.99±8.65

F 19.847 35.556 23.191 11.226

P ＜0.001 ＜0.001 ＜0.001 ＜0.001

2.2　T0 时三组 SBP、HR 对比

T0 时三组 SBP、HR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1 时三组 SBP、HR 均降低，T2 时三组

SBP、HR 均升高，T3、T4 时三组 SBP、HR 均降低，

T1 时 C 组 SBP、HR 高于 A 组，B 组 SBP、HR 高于 A

（12.50％）and group C（12.50％）（P<0.05）. Conclusion　Etomidate combined with propofol induces general an-

esthesia in the treatment of MECT in patients with SP，which can ensu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hile maintaining small 

hemodynamic fluctuations，and has less influence on patients' cognitive and memory functions. Higher security.

【Key words】Schizophrenia；No convulsion electroconvulsive；Etomidate；Propofol；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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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良反应发生率 

三组躁动、注射痛、肌肉震颤发生率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躁动、肌肉震颤

发生率（31.25％、34.38％）高于 A 组（6.25％、

6.25％）、C 组（6.25％、9.38％），A 组注射痛发生

率（37.50％）高于 B 组（12.50％）、C 组（12.50％）

（P<0.05），见表 3。
表3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躁动 注射痛 肌肉震颤

A组 32 2（6.25） 12（37.50） 2（6.25）

B组 32 10（31.25） 4（12.50） 11（34.38）

C组 32 2（6.25） 4（12.50） 3（9.38）

χ2 10.704 8.084 10.950

P 0.005 0.018 0.004

3　讨论

SP 病因不明，电休克是一种电刺激物理疗法，

通过电流刺激中枢神经，引起大脑皮层电活动同步

化，造成患者暂时丧失意识，产生治疗效果。MECT

是在电休克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麻醉药物制止抽

搐，以减少并发症发生。但多项研究发现，MECT 会

兴奋交感神经，刺激儿茶酚胺释放，造成患者血压

升高、心动过速等生理应激反应［3-4］。故需尽量减轻

麻醉行 MECT 治疗对患者血压、心率等的刺激。

丙泊酚、依托咪酯是 MECT 治疗中的重要麻醉

药物。丙泊酚为烷基酸类短效麻醉药，可激活氨基

丁酸受体，大剂量使用可造成氨基丁酸受体脱敏，

干扰兴奋性递质传递，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镇

静催眠作用。丙泊酚还会抑制循环系统、呼吸系统，

降低血压、减少潮气量，抑制心血管系统，产生低

血压、心动过缓等病理现象。丙泊酚静脉注射后 40 

s 左右，患者可进入睡眠状态，起效快，麻醉平稳。

欧益金等［5］报道显示，在 MECT 治疗过程中，丙泊

酚静脉全麻对患者术后早期认知功能影响较小，可

能与 S100B 蛋白、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表达较低有

关。依托咪酯为非巴比妥类短效麻醉药，可拮抗γ-

氨基丁酸 A 型受体作用，产生中枢镇静催眠作用。

依托咪酯对压力感受器功能、外周血管舒缩功能影

响较小，从而对心血管功能影响轻微。依托咪酯以

肝肾代谢为主，血流动力学稳定，血压、心率变化

小，且无明显呼吸抑制作用。丙泊酚、依托咪酯药

理作用明显不同，临床使用过程中各有优势。徐杨

等［6］研究发现，与单用依托咪酯或丙泊酚麻醉相比，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时采用依

托咪酯联合丙泊酚麻醉，血流动力学波动小，安全

性更高。

MECT 治疗运动发作时间在 25~70 s，MECT 治

疗效果与运动发作时间有关，发作时间少于 25 s，

难以产生理想治疗效果，而发作时间超过 70 s，可

能损害认知功能［7］。依托咪酯能降低脑氧代谢率、

颅内压，抑制代谢亢进，减轻 MECT 治疗过程中对

脑血流量、糖利用的影响，并降低发作阈值，延长

发作时间。本研究结果显示：C 组运动发作时间、抽

搐能量指数、抑制指数、抽搐一致性指数高于 B 组、

A 组，B 组高于 A 组（P<0.05），C 组血流动力学波

动小于 B 组、A 组，说明依托咪酯联合丙泊酚诱导

组，T3 时 C 组 SBP 较 B 组、A 组低（P<0.05），C 组 血流动力学波动小于 B 组、A 组，见表 2。

表2　三组SBP、HR对比（x±s）

指标 组别 例数 T0 T1 T2 T3 T4

SBP（mm Hg） A组 32 112.05±12.43 93.41±10.87 156.63±14.95 134.88±13.67 125.88±13.51

B组 32 112.87±12.61 102.54±9.46 152.37±14.67 128.36±13.54 120.16±13.42

C组 32 112.56±12.57 105.81±9.13 151.78±14.50 120.97±13.21 116.45±13.02

F 0.035 13.625 1.053 8.536 4.071

P 0.966 ＜0.001 0.353 ＜0.001 0.020

HR（次/min） A组 32 82.37±11.54 68.44±9.15 119.53±14.85 97.54±12.66 88.14±12.08

B组 32 82.69±11.60 74.83±10.21 117.62±14.70 95.89±12.48 85.33±11.94

C组 32 82.12±11.35 77.62±10.43 116.21±14.32 92.18±12.07 83.39±11.67

F 0.020 7.165 0.415 1.567 1.289

P 0.980 0.001 0.661 0.214 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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