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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对氯胺酮辅助麻醉的抑郁症患者复苏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崔雪娅 1 、 王瑞国 1 、 郭晓飞 1 、 王子振 2

【摘要】 目的　探讨纳洛酮对接受氯胺酮辅助麻醉的抑郁症患者的复苏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于本院行腹腔镜手术的抑郁症患者 86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43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小剂量氯胺酮 - 瑞芬太尼进行麻醉，其中一组给予

纳洛酮用于术后催醒（纳洛酮组），另一组则给予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两组各时间点痛阈值和

HAMD-17 评分、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和睁眼时间。结果　纳洛酮组术后 1h、2h 的痛阈值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术后，两组 HAMD-17 评分较术前均有所降低，其中纳洛酮组术后 1d

和 3d 的 HAMD-17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纳洛酮组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和睁眼

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纳洛酮可拮抗瑞芬太尼麻醉所致的痛觉敏化，且有助于

患者术后复苏，但会减轻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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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aloxone on resuscitation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undergoing ketamine-
assisted anesthesia　　CUI Xueya，WANG Ruiguo，GUO Xiaofei，et al. Any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aloxone on the recover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who received ketamine-assisted anesthesia. Methods  86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anesthetized with a small dose of ketamine-remifentanil，

one group was given naloxone for postoperative wake-up（naloxone group），and the other group was given normal saline

（control group）. The pain threshold and HAMD-17 score at each time point，extinction time，spontaneous breathing 

recovery time and blink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in threshold at 1h and 2h after operation of 

the naloxo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operation，the HAMD-17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operation，and the HAMD-17 scores of the naltrexo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1 and 3 days after operation（P<0.05）. The extinction time，sponta-

neous breathing recovery time and blink time of the naloxo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aloxone can antagonize the pain sensitization caused by remifentanil anesthesia and contribute 

to postoperative resuscitation，but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ke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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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胺酮具有快速且较强的抗抑郁作用，有研究

者提出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可能是由氯胺酮激活阿

片系统产生的［1］。纳洛酮作为一种阿片受体阻滞剂，

可以有效减弱甚至完全阻断阿片受体，临床上被广

泛运用于术后催醒［2］，但目前其对于接受氯胺酮辅助

麻醉的抑郁症患者的复苏和抗抑郁作用的影响尚未

十分清楚。本研究将探讨纳洛酮用于接受氯胺酮辅

助麻醉的抑郁症患者的复苏和抑郁情绪的影响，结

果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于本院行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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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手术合并抑郁症患者 86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纳洛酮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本研究已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1）因胆囊炎、

胆囊结石等胆囊疾病行腹腔镜手术，且符合抑郁症

诊断标准［3］者；（2）美国麻醉师协会（ASA）分级

I-II 级，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评

分≧ 17 分者；（3）近 4 周未服用过抗抑郁药或接受

过其他干预治疗，且近 2 周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者；

（4）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本人或其家属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1）有严重自杀倾向、药

物滥用史或药物过敏史者；（2）有慢性疼痛症状者；

（3）有恶性肿瘤或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者。对照组

男 24 例，女 19 例；年龄 30～58 岁，平均年龄（42.57
±11.25）岁；ASA 分级：I 级 31 例，II 级 12 例。纳洛

酮组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 29～61 岁，平均年龄

（43.12±11.79）岁；ASA 分级：I 级 33 例，II 级 10 例。

两组一般资料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

具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术前常规禁食禁饮，入室后开放静

脉通路，常规监测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均选择

全凭静脉麻醉。麻醉诱导：泵注丙泊酚（国药准字

H20163045，10mL：0.1g）1.5mg/kg+ 瑞芬太尼（国药

准字 H20030197，2mL：0.1mg）0.2 μg/kg·min-1，可

视喉镜下插入气管导管，术前 1min 静脉输注氯胺酮

（国药准字 H20054748，2mL：0.1g）0.4mg/kg。术中

麻醉维持：微量泵靶控输注丙泊酚 0.1mg/kg·min-1+

瑞芬太尼 0.2 μg/kg·min-1，酌情追加氯胺酮。缝皮结

束时停止瑞芬太尼和丙泊酚靶控输注。术后催醒：

纳洛酮组静脉注射纳洛酮（国药准字 H20020666，

50 mg）0.25 μg/（kg·h），对照组则静脉注射相同剂量

的生理盐水。

1.3　观察指标

采用手持式压力测痛仪（购自北京恒瑞天创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对患者术前、术后 30min、1h、

2h、8h 的痛阈值进行测定。

采用 HAMD-17 对患者术前、术后 1d、3d、5d、

7d 的抑郁症状进行评分［4］：其中≤ 7 分为正常；8-17
分为轻度抑郁；18-24 分为中度抑郁；≥ 25 分为重度

抑郁。

记录两组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和睁眼

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 SPSS 22.0 软件处理，痛阈值等计量资料

以（x±s）表示，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同

时间点比较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当 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各时间点痛阈值比较

纳洛酮组术后各时间点痛阈值均较术前明显提

高（均 P<0.05）；对照组术后 30min、1h 的痛阈值较

术前明显降低，术后 2h、8h 的痛阈值较术前明显提

高（均 P<0.05）；纳洛酮组术后 1h、2h 的痛阈值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见表 1。

2.2　两组各时间点 HAMD-17 评分比较  

术前，两组 HAMD-17 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术后，两组 HAMD-17 评分较术前均有

所降低，其中纳洛酮组术后 1d 和 3d 的 HAMD-17 评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见表 2。

2.3　两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表1　两组各时间点痛阈值比较（x±s，g）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30min 术后1h 术后2h 术后8h F P

纳洛酮组 43 322.13±21.35 340.27±22.19 344.06±18.12 343.86±18.24 342.95±19.13 9.536 0.000

对照组 43 327.45±20.14 317.12±21.46 318.83±19.25 338.41±18.51 341.04±17.52 11.722 0.000

t 1.189 4.918 6.258 1.375 0.483

P 0.238 0.000 0.000 0.173 0.630

表2　两组各时间点HAMD-17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1d 术后3d 术后5d 术后7d F P

纳洛酮组 43 27.12±4.79 21.81±6.74 20.01±6.29 17.32±5.41 20.13±6.58 11.891 0.000

对照组 43 26.81±4.35 11.39±3.62 10.85±3.14 15.10±4.96 17.95±5.74 66.263 0.000

t 0.314 8.931 8.544 1.983 1.637

P 0.754 0.000 0.000 0.051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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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组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和睁眼

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均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x±s，min）

组别 例数 拔管时间 自主呼吸恢复时间 睁眼时间

纳洛酮组 43 13.85±2.96 7.24±1.86 9.71±2.65

对照组 43 15.32±3.64 8.35±2.54 11.18±3.12

t 2.055 2.312 2.355

P 0.043 0.023 0.021

3　讨论

腹腔镜手术患者术中通常采取小剂量氯胺酮 -

瑞芬太尼进行麻醉，可以起到协同镇痛作用，同时

减少麻醉用药量。但阿片药容易导致痛觉敏化，且

患者全身麻醉后容易出现术后苏醒延迟等并发症，

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会产生严重影响。纳洛酮是临

床上用于术后催醒常用药物之一，可减轻阿片类药

物对大脑中枢的抑制作用，促进患者苏醒。

本研究将两组接受氯胺酮辅助麻醉的抑郁症患

者分别予以生理盐水和纳洛酮进行术后催醒，结果

显示：纳洛酮组术后 1h、2h 的痛阈值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纳洛酮组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

时间和睁眼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可见

纳洛酮可拮抗瑞芬太尼麻醉所致的痛觉敏化，且有

助于患者术后复苏。瑞芬太尼是一种 μ 阿片受体激

动药，可通过结合 Go/Gi 偶联的阿片受体来阻滞外周

伤害性信号向中枢传递，进而起到镇痛作用；还会通

过结合 Gs 偶联的阿片受体来产生痛觉敏化；而纳洛

酮可以结合 Gs 偶联的阿片受体，进而达到阻断痛觉

敏化的效果［8］；且纳洛酮与 μ 阿片受体具有较强的

亲和力，可以有效地阻断术后阿片类药物对中枢神

经、呼吸及循环系统的抑制作用，从而发挥强有力

的催醒作用。

氯胺酮用于治疗抑郁症患者具有良好的临床

疗效［5］，但目前有关其抗抑郁作用的具体作用机制

尚不清楚。氯胺酮作为一类 N- 甲基 -D- 天冬氨酸

（NMDA）受体拮抗剂，以往多认为其抗抑郁作用

源于对谷氨酸系统的影响，但其他谷氨酸 NMDA 受

体拮抗剂尚未被证实是有效的抗抑郁药［6］。有研究

提出氯胺酮的急性抗抑郁作用可能需要激活阿片

系统［7］。本研究发现：术后，两组 HAMD-17 评分

较术前均有所降低，其中纳洛酮组术后 1d 和 3d 的

HAMD-17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可见

纳洛酮会显著减轻氯胺酮的急性抗抑郁作用。抑郁

症与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系统的失调有关，尤其是 μ
和κ阿片受体［9］。氯胺酮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除

谷氨酸受体外，还与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受体产生

作用，其作用过程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快速效

应、持续效应和恢复基线。氯胺酮作为抗抑郁药可

以快速起效的原因可能是：氯胺酮在第一阶段活动时

激活大脑的阿片受体，产生急性抗抑郁效应；然后通

过谷氨酸系统来维持其作用效果 10］。

综上所述，纳洛酮可拮抗瑞芬太尼麻醉所致的

痛觉敏化，且有助于患者术后复苏，但会显著减轻

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本研究初步说明氯胺酮的急

性抗抑郁作用可能需要阿片系统激活，但确切的机

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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