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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麻下腹部手术患者的围术期睡眠质量对术后恢复的影响

陈　燕 、 颜莉丽 、 邱江江 、 王俊鹏

【摘要】 目的　探讨全麻患者围手术期睡眠质量对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疼痛程度及

麻醉药物用量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8 年 2 月～201� 年 10 月在 XX 医院胃肠外科行全麻手术的胃肠

道疾病患者 100 例，术前 1 天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对患者近 1 月睡眠状况进行评估，分为睡

眠障碍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麻醉药品丙泊酚、瑞芬太尼用量、记录两组患者术后胃肠

道功能恢复情况、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对患者术后疼痛状况进行评分，于出院时采用

多维疲乏量表对患者围手术期疲劳程度进行评分。结果　睡眠障碍组围手术期丙泊酚用量高于对照组

（P<0.0�）；（2）睡眠障碍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排便时间高于对照组（P<0.0�）；

（�）术后 12h、24h、48h、�2h 两组 VAS 评分均呈下降趋势（F趋势=�4.��1，1�.���，P<0.0�）；睡眠障碍

组术后 12h、24h、48h、�2h VAS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4）MFI-20 评分显示，睡眠障碍组心理

疲劳、躯体疲劳、精神疲劳及平均疲劳程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结论　伴有睡眠障碍的腹部手

术患者其围手术期丙泊酚用量更大、术后疼痛感更强，更易感觉疲劳，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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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urgery　　CHEN Yan，YAN Lili，QIU Jiangjiang，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Second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erioperative sleep quality of general anesthesia patients on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pain degree and anesthetic drug consump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

gery.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8 to October 2019，100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undergoing general 

anesthesia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of XX Hospital were include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sleep status in the past month，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sleep disorder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perioperative use of propofol and remifentanil，the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the the postoperative pain status，and the patients' perioperative fatigue during dischar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preoperative PSQI score，36 out of 100 patients had sleep disorders. （1）The amount 

of propofol used in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2）The time of first exhaustion，recovery time of bowel sounds，and time of first bowel movement after 

sleep disorde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5）. （3）The VAS scores in both of two groups at 

12h，24h，48h and 72h postoperatively showed a downward trend（F trend = 34.991，15.799，P<0.05）. The VAS 

scores of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 after 12h，24h，48h and 72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4）The MFI-20 score showed that the mental fatigue，physical fatigue，mental fatigue and average fatigue degree 

scores of the sleep disorde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leep disturbance will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ropofol used during abdominal surgery，and the postoperative pain will be more severe. Patients 

will be more prone to fatigue，and the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fter surgery will be s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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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情绪焦躁、

记忆力减退等，还可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的患病风险［1］。围手术期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则高达

42％。研究指出［2］，术后睡眠障碍（postoperativ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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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s，PSD）与术后阵发性低氧血症、疼痛过

敏、交感神经兴奋所致的血压波动及认知功能障碍存

在相关性。为了探讨睡眠障碍对腹部手术患者围手术

期恢复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一项对照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①因腹部疾病需要行手术治疗者，

包括结肠癌、胃癌等疾病，手术方式包括腹腔镜胃

癌根治术、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②均行腹腔镜手

术或腹腔镜辅助治疗；③年龄 20～65 岁；④ ASA 分

级 I-II 级；⑤认知功能良好，能够积极配合治疗；⑥

近 3 个月内未服用治疗失眠、抑郁等精神类药物；排

除标准：①酗酒或存在药物依赖者；②合并严重的心

肝肺肾功能障碍者；③存在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无法

完成本研究者。本研究上报医院伦理委员会并获得

批准。共纳入 2018 年 2 月～2019 年 10 月在 XX 医院

胃肠外科行全麻手术的胃肠道疾病患者 100 例，其

中胃癌 63 例，右半结肠癌 27 例，横结肠癌 10 例。

术前 1 天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对患者近 1 月睡眠状况进

行评分，根据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分为睡眠障碍组和

对照组，其中 PSQI 评分≤ 6 分为睡眠良好，PSQI 评

分 >7 分则认为存在睡眠障碍。

1.2　方法

所有患者手术前夜均不给于镇静、助眠药物，入

手术室后常规给予心电监测，麻醉诱导：采用高脑

电监测 TCI 注射泵静脉注射丙泊酚，初始靶浓度为

4.5 μg/ml，待脑电双频指数降至 80 时开启闭环模式，

以对语言指令无应答及睫毛反射消失为意识反射消失

的标志，意识消失后继续闭环靶控输注丙泊酚；静脉

注射瑞芬太尼 2 μg/kg、顺苯磺酸阿曲库铵 0.15mg/kg 进

行麻醉诱导；而后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麻醉维持：术

中静脉靶控输注瑞芬太尼（效应室靶浓度 4-8 ng/ ml，

批号：6121101）和丙泊酚（血浆靶浓度 3-5 μg/ ml）维

持麻醉，术中维持 BIS 值于 45-55，根据肌松监测间

断追加肌松剂。手术进行至缝皮下组织时结束输注丙

泊酚，手术结束时停用瑞芬太尼，术后拔管安返病房。

1.�　评价指标 

（1）麻醉药品用量：记录患者麻醉过程中丙泊

酚、瑞芬太尼用量；（2）记录两组患者术后首次排

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排便时间；（3）疼

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对患者术后 24h、48h、72h 疼痛程度进行评分，总

分 10 分，得分越高说明疼痛感越强；（4）于出院时

采用中文版多维疲乏量表（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20，MFI-20）对患者围手术期疲劳程度进

行评分，该量表包括 20 个条目，心理疲劳、躯体疲

劳、精神疲劳 3 个维度，每个条目分为 0～5 个等级，

总分 100 分，各维度总分值分别为 30/40/30 分，分

值越高说明疲劳越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例 /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

术前一天经过 PSQI 评分分析，共有 36 名患者

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据此分组后，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别（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一般资料 睡眠障碍组（n=36）对照组（n=64） t/χ2 P

性别 0.168 0.682

　　男 21 40

　　女 15 24

平均年龄（岁） 55.71±8.93 55.64±9.12 0.037 0.970

体质量指数（kg/m2） 21.33±2.45 21.54±2.77 0.379 0.706

手术时间（min） 133.45±35.71 136.78±39.40 0.419 0.676

术中出血量（ml） 200.44±37.76 205.70±40.88 0.636 0.526

手术类型 1.337 0.248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20 43

　　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 16 21

2.2　两组患者麻醉药品用量比较

睡眠障碍组围手术期丙泊酚用量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麻醉药品用量比较

组别 丙泊酚用量（mg） 瑞芬太尼用量（mg）

睡眠障碍组（n=36） 851.23±155.67 0.81±0.22

对照组（n=64） 746.81±149.97 0.80±0.24

t 3.297 0.206

P 0.001 0.837

2.�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睡眠障碍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

间、首次排便时间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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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首次排气 
时间（d）

肠鸣音恢复 
时间（d）

首次排便 
时间（d）

睡眠障碍组（n=36） 3.12±0.99 5.77±1.31 8.87±1.85

对照组（n=64） 2.58±0.83 4.36±1.29 7.56±1.62

t 2.911 5.217 3.686

P 0.004 0.000 0.000

2.4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比较

术后 12h、24h、48h、72h 两组 VAS 评分呈下降

趋势（F 趋势 =34.991，15.799，P<0.05）；睡眠障碍组

术后 12h、24h、48h、72h VAS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 1.

图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VAS评分比较

 2.�　两组患者疲劳程度评分比较

MFI-20 评分显示，睡眠障碍组心理疲劳、躯体

疲劳、精神疲劳及平均疲劳程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疲劳程度评分比较（分）

组别
心理疲劳

躯体 
疲劳

精神疲劳
平均疲劳程

度

睡眠障碍组（n=36）12.51±1.5214.81±1.53 11.06±1.67 12.71±1.11

对照组（n=64） 9.27±1.58 11.72±1.44 8.37±1.58 9.83±1.09

t 9.977 10.071 8.006 12.599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普通人群中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在 10％～60％不

等［3］。术前存在睡眠障碍可能会导致围手术期精神

紧张，血流动力学波动，影响麻醉效果和术后恢复。

一篇包括了 20000 名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围手术

期的睡眠质量与患者耐受麻醉情况、手术及术后康

复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4］。

本研究发现：睡眠障碍组患者围手术期丙泊酚

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存在睡眠障碍的患者术

中要达到良好的麻醉效果需要更高的丙泊酚剂量，

可能的原因是：睡眠障碍的发生与枕区皮质低 GABA

水平和高谷氨酸水平相关，睡眠障碍的患者 GABA

受体代偿性增多。丙泊酚主要是通过与 γ- 氨基丁酸

（GABA）A 受体的 b 亚基结合，增强 γ-GABA 诱导

的 CI- 电流，从而产生作用［5］。所以存在睡眠障碍

的患者需要更多的丙泊酚才能达到理想的麻醉效果。

术后疼痛和睡眠障碍相互影响［6，7］，疼痛导致睡

眠潜伏期延长、总睡眠时间减少；而睡眠又可使得

疼痛阈降低，导致痛觉敏感。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

术后睡眠质量来预测第二天患者疼痛程度［8］。本研

究发现：睡眠障碍组术后 24h、48h、72h 时间点 VAS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了睡眠障碍能够增加患者

术后疼痛感受；分析认为：快波睡眠（SWS）和慢波

睡眠（REM）能够产生额外的镇痛效应，特别是 SWS

睡眠的恢复所产生的镇痛效应甚至比使用某些镇痛

药物效果好［9］。有睡眠障碍的患者 SWS 睡眠减少，

导致痛觉敏感度增加，加重患者术后疼痛感。

睡眠障碍会导致胃肌电活动和胃肠分泌出现紊

乱［10］，还会通过脑 - 肠轴影响胃肠运动、分泌功能，

导致消化道的症状和疾病［11］；而胃肠道异常又可通

过脑 - 肠轴环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改变情绪，导

致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的发生。本研究发现：睡

眠障碍组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均高于对照组，

说明术前存在睡眠障碍对于胃肠道肿瘤患者的术后

胃肠康复存在负面作用；目前睡眠障碍对胃肠动力影

响的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有学者提出睡眠障碍可能

通过激活应激系统，导致胃肠肌电活动，影响胃肠

动力系统；也有研究显示［12］，睡眠障碍的患者由于

REM 期睡眠减少，血浆胃动素、生长抑素水平升高，

抑制了胃肠运动。

本研究还发现：睡眠障碍组在围手术期疲劳程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睡眠障碍会影响围手术期患

者的疲劳程度，分析认为：睡眠障碍可能是通过影响

患者术后主观疼痛感来增加患者术后疲劳感，另外，

良好的睡眠是机体消除疲劳的一种必要手段，睡眠

障碍患者由于休息差，术后处于高应激状态，加重

了患者的疲劳感。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而且影响术后患者疼痛、疲

劳感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得出结

论尚需要进一步论证。综上所述，睡眠障碍会增加腹

部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丙泊酚用量、术后疼痛感更剧

烈，患者更易感觉疲劳，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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