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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烷对老年肺癌根治术后患者认知功能及焦虑抑郁的影响

侯慧洁 1 、 付　强 2 、 胡乃光 1 、 王　波 1 、 崔一佳 1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肺癌根治术患者术中应用七氟烷麻醉的效果及对术后心理状态及认知

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本院 83 例欲行手术治疗的老年肺癌患者通过掷币法分为七氟烷麻醉组及丙

泊酚麻醉组，其中丙泊酚麻醉组（n=41）术中给予丙泊酚麻醉维持，七氟烷麻醉组（n=42）术中给予

七氟烷麻醉维持，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术后疼痛、焦虑抑郁情绪、血清蛋白、生理应激及认知

功能水平变化。结果　两组麻醉、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 VAS 评分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七氟烷麻醉组 T1、T2 时 HR、MAP、SOD、MDA 低于丙泊酚麻醉组，T3 时 SOD、MDA

低于丙泊酚麻醉组，术后 6h、1d MMSE 评分低于丙泊酚麻醉组，术后 1d SDS、SAS 评分低于丙泊酚

麻醉组（P< 0.05）。结论　七氟烷麻醉对老年肺癌根治术患者的术后认知功能损伤较小，更有利于

提高患者术后情绪转态，其机制可能与改善机体抗氧化应激能力，提升脑保护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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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evoflurane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function，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HOU Huijie，FU Qiang，HU Naiguang，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traoperative sevoflurane anesthesia and its influence on post-

operative mental stat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Methods
　Eighty-thre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n our hospital who wanted to undergo surgical treatment were divided into 

sevoflurane anesthesia group and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 by coin toss. The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n=41）was 

given intraoperative propofol anesthesia For maintenance，the sevoflurane anesthesia group（n=42）was given sevoflu-

rane anesthesia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surgical effect，postoperative pain，anxiety and depression，serum protein，

physiological stress，and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anesthesia，operation time，blood loss，postoperative VAS scor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HR，

MAP，SOD，MDA at T1 and T2 in the sevoflurane anesthesia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T3 The SOD and MDA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the MMSE scores at 6h and 1d 

after the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and the SDS 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ropofol anesthesia group at 1d after surgery（P<0.05）. Conclusion　Sevoflurane anesthesia has less 

damage t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e. Its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improving the body's ability to resist oxidative stress and enhanc-

ing brain protection.

【Keywords】Sevoflurane；Elderly；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Oxidative stress；Cognitive function；Anxi-

ety and depression

肺癌是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肺癌是男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

严重危害患者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1］。肺癌根治术

是肺癌治疗中的首选方案之一，但是手术的创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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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患者术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和认知

损害，老年患者表现尤为明显，不利于患者术后康

复。临床研究表明，术后认知损害和情绪问题可能

与患者术中麻醉用药有着重要关联［2］，七氟烷是一

种新型的麻醉方式，不仅有着较佳的麻醉效果，对

于脑组织亦有着较佳的保护效用［3］，基于此，本研

究观察七氟烷麻醉维持对行肺癌根治术治疗的患者

认知功能及负面情绪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1 日期间就诊的 83 例肺癌患者

进行研究，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

范中对肺癌（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标准［4］；②患者年

龄≥ 60 岁；③符合手术指征且均拟行肺癌根治术进行

治疗；④患者自愿参与；⑤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

分级Ⅰ - Ⅱ级；⑥认知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既往精

神病史；②对使用麻醉药物过敏者；③近 6 月内进行其

他类型手术者；④依从性差不能够配合治疗者；⑤预计

生存期 <6 月者；⑥资料不完整或近 3 月内服用抗精神

药物者。将纳入的 83例患者应用掷币法进行分组，丙

泊酚麻醉组 41 例，男女性比例为 26：15；年龄 60～75
岁，平均为（67.51±3.31）岁；病变部位：双侧 3 例，

右侧 24 例，左侧 14 例；接受教育年限：5～15 年，平

均（10.31±1.11）年；病变类型：腺癌 10例，未分化癌

8例，鳞癌 23例；体质量指数（23.58±2.66）kg/m2。七

氟烷麻醉组 42 例，男女性比例为 29：13；年龄 61～77
岁，平均为（67.56±3.29）岁；病变部位：双侧 4 例，

右侧 23 例，左侧 15 例；接受教育年限：5～15 年，平

均（10.27±1.14）年；病变类型：腺癌 12例，未分化癌

9例，鳞癌 21例；体质量指数（23.61±2.69）kg/m2。七

氟烷麻醉组及丙泊酚麻醉组患者病变部位、年龄等一

般资料有可比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肺癌根治术治疗，于术前建立静

脉通道，监测生命体征，进行麻醉诱导（咪达唑仑、

芬太尼、依托咪酯），面罩吸氧后进行插管，定位

成功后连接麻醉机，丙泊酚麻醉组患者给予丙泊酚

（国药准字 H20030114）6mg/（kg·h）持续输注进行

麻醉维持，七氟烷麻醉组患者给予七氟烷（国药准

字 H20080681）持续吸入进行麻醉维持，氧流量 2L/

min，术中依据患者情况应用罗库溴铵及芬太尼间断

给予，BIS 指数：40-60；术毕恢复自主呼吸后，拔除

气管插管（TOF>75％时），术后均给予相同处理。

1.3　观察指标

（1）手术效果：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

麻醉时间及术中出血量；（2）术后疼痛：记录对比两

组患者术后 6h 及术后 1d 疼痛水平，应用数字评分

法（VAS）进行评价，0-10 分，分数越高疼痛越明

显；（3）生理应激：于患者 T0（麻醉前）、T1（手术

开始 30min）、T2（术毕）、T3（术后 1h）监测记录患

者生命体征［心率（HR）及平均动脉压（MAP）］、氧

化应激［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丙二醛（MDA）］

水平变化，SOD 应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检测，MDA 应

用用硫代硫酸巴比妥法检测；（4）负面情绪：通过焦

虑（SAS）、抑郁（SDS）自评量表评分评估患者情绪，

于术前 1d 及术后 1d 评价，分数越高不良情绪越严

重；（5）认知功能：应用 MMSE 简易精神状态评分评

估，其内包含 7 大维度 30 项内容，总分 30 分，分数

越高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佳。

1.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给予处

理，病变类型、病变部位等计数资料使用（x±s）表

示，结果通过秩和检验或 χ2 检验，认知功能评分、

年龄、手术时间等计量资料通过（x±s）表示，结果

应用 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效果

七氟烷麻醉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麻醉时间与丙泊酚麻醉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手术效果对比（x±s）

组别 例数 麻醉时间（min）手术时间（min）术中出血量（mL）

丙泊酚麻醉组 41 191.36±33.23 159.65±33.38 63.66±10.11

七氟烷麻醉组 42 190.26±33.19 159.73±33.43 62.98±10.22

t 0.1509 0.0109 0.3047

P 0.8805 0.9913 0.7614

2.2　术后疼痛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6h 及 1d VAS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生理应激

丙泊酚麻醉组 T1、T2 时间段 HR、MAP、SOD、

MDA 水平均较七氟烷麻醉组水平高，T3 时间段

丙泊酚麻醉组 SOD、MDA 水平高于七氟烷麻醉组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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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前1d 术后6h 术后1d 术后7d

丙泊酚麻醉组 41 28.92±0.91 20.33±2.31 23.99±1.20 28.31±1.02

七氟烷麻醉组 42 28.89±0.93 22.21±2.06 25.61±1.22 28.29±1.03

t 0.1485 3.9154 6.0974 0.0889

P 0.8823 0.0002 0.0000 0.9294

注：同组内术前1d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精神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术前1d 术后1d 术前1d 术后1d

丙泊酚麻醉组 41 45.49±3.51 58.56±5.02△ 46.41±3.02 57.59±5.11△

七氟烷麻醉组 42 45.51±3.53 53.05±3.41△ 46.39±3.04 52.51±4.01△

t 0.0259 5.8357 0.0301 5.0452

P 0.9794 0.0000 0.9761 0.0000

注：同组内术前1d比较，△P<0.05。

3　讨论

肺癌的发生与吸烟、环境、职业、放射、肺部

慢性感染、遗传、家族、免疫功能下降等因素有着

重要关联［5］。临床上对于肺癌的治疗较为多样化，

首选治疗方案为外科治疗，手术的应用必然伴随着

创伤，进而提升机体的应激反应，极易损伤患者认

知功能，影响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多数患者会在术

后出现认知功能降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较为严

重，进而影响患者术后康复计划。有研究指出［6］，

在诸多影响因素中，麻醉药物的选择对患者术后认

知功能及精神状态均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

通过调整术后麻醉维持药物的种类，可能降低对患

者认知功能损伤，改善患者术后精神状态。

丙泊酚是手术麻醉中常用的维持麻醉药物，属

于静脉麻醉用药的一种，其麻醉效用主要是通过激活

氯离子复合物，促使γ氨基丁酸受体脱敏感，对中枢

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发挥镇静催眠效应。虽有研

究证实，丙泊酚能够通过稳定线粒体膜电位，保护损

伤神经元，延迟脑损伤引起的死亡，有着一定的脑保

护及改善精神状态作用［7］。但是另有研究表明，应用

丙泊酚进行麻醉维持会导致患者术后出现认知功能障

碍，可能与丙泊酚对大脑组织的保护效用并不显著有

关［8］。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麻醉

时间及术后疼痛水平均无明显差异，且术后处理方式

相同，所以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其他因素的影响，结

果发现：丙泊酚麻醉组患者在术后 6h 及术后 1d MMSE

评分均较术前 1d 显著降低，提示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出

现不同程度下降，与既往临床研究一致，但七氟烷麻

2.4　认知功能比较

七氟烷麻醉组患者在术后 6h、术后 1d MMSE 评

分均较丙泊酚麻醉组患者水平高（P<0.05），见表 4。

2.5　术后情绪

术后 1d 两组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明显提

升 ， 七 氟 烷 麻 醉 组 较 丙 泊 酚 麻 醉 组 患 者 水 平 低

（P<0.05），见表 5。

表2　术后不同时间段疼痛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6h 术后1d

丙泊酚麻醉组 41 3.66±1.15 2.21±0.85

七氟烷麻醉组 42 3.68±1.17 2.19±0.87

t 0.0785 0.1059

P 0.9376 0.9159

表3　两组患者生理应激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氧化应激 生命体征

SOD（U/mL） MDA（nmol/L） HR（次/min） MAP（mmHg）

丙泊酚麻醉组（n=41） T0 43.98±7.21 5.88±1.35 86.88±7.25 90.88±9.51

T1 40.01±6.66△ 7.30±1.23△ 82.23±5.01△ 99.68±9.96△

T2 40.05±6.59△ 8.89±1.26△ 83.01±4.99△ 99.58±9.93△

T3 41.03±6.22 8.99±1.31 86.38±7.16 91.26±9.53

七氟烷麻醉组（n=42） T0 43.97±7.19 5.86±1.33 86.90±7.27 90.89±9.49

T1 32.35±5.59△▲ 6.35±0.83△▲ 72.31±4.68△▲ 85.98±9.11△▲

T2 33.35±5.60△▲ 7.18±1.13△▲ 75.15±5.36△▲ 86.01±9.09△▲

T3 34.11±5.33△▲ 7.25±1.15△▲ 86.41±7.19 90.93±9.53

注：同组内与T0时间段比较，△P<0.05；与丙泊酚麻醉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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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组在此时间段认知功能评分均优于丙泊酚麻醉组，

提示七氟烷更有利于避免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七氟

烷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物，与丙泊酚应用不同，其无

需通过静脉输注，吸入即可产生麻醉效果，减少对患

者机体的损伤，同时能够有效避免血液、机体组织等

对药物溶液的影响，药效发挥更为稳定，应用于临床

中能够取得较佳的麻醉深度，有效降低对机体神经系

统的损伤，更利于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恢复。七氟

烷麻醉组生理应激指标在 T1、T2 时水平及术后 SDS、

SAS 评分均低于丙泊酚组，表明七氟烷能够有效抑制

机体应激反应，改善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分析认为，

七氟烷具有稳定的理化性质，对机体的刺激性较小，

其能够通过作用于海马，保护损伤的神经电生理改变

产生脑保护作用，进而有效降低对机体神经系统的损

伤，减少对认知功能的损害，使患者能够快速清醒，

避免患者出现术后焦虑抑郁情绪，进而改善患者术后

精神状态，七氟烷应用后主要通过肺部吸收，在进入

血液循环后能够有效的提升机体的抗氧化应激能力，

避免生理应激出现过大波动［10］。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包括随访时间短，病例较少，今后的研究要增加病例

纳入量，延长随访时间，观察患者远期功能改善。

综上所述，七氟烷可能通过保护脑组织，提升

机体抗氧化应激能力，调节神经元突触蛋白水平等机

制，能够有效减少老年肺癌根治术后患者认知功能下

降程度，降低焦虑抑郁程度，更适用于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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