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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胺酮麻醉对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眼压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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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抑郁症患者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时分别使用丙泊酚、氯胺酮麻醉对

其眼压（IOP）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300 例抑郁症患

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150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 MECT

治疗，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丙泊酚麻醉，观察组患者给予氯胺酮麻醉。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眼压、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清标志物变化，以及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

况。结果　（1）T0 与 T2 点，两组患者的眼压无明显差异（P>0.05），T1 点，观察组患者的眼压水平

高于对照组（P<0.05）。（2）T2 点，观察组患者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3）T2 点，观

察组患者的 IL-2、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4）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2.6％）

低于对照组（9.3％）（P<0.05）。结论　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中采用氯胺酮麻醉能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

的抑郁情绪，改善炎性细胞因子，且并发症发生率少于丙泊酚使用者，但需要注意对患者眼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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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ketamine anesthesia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depressive mood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ithout convuls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GAO Yi，LENG Yufang，SI Xiaomeng，et al.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ketamine anesthesia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depressive mood in pa-

tients with depression without convuls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3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from 

Febr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15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MECT treatment，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propofol anesthesia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ketamine anesthesia.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scores and the changes of serum marke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occurrence of com-

plica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Results　（1）At T0 and T2，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the two groups（P>0.05）. At T1，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At T2，the HAMD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At T2，the levels of IL-2 and IL-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4）The complication rate during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2.6％）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9.3％）（P<0.05）. Conclusion　Ketamine anesthesia in MECT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depressive mood and 

improv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s less than that of propofol 

users. However，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ffect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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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depression），也称抑郁障碍，是指一种

以显著且持久的心境低落为显著特征的心境障碍［1］。

目前，无抽搐电休克（Modifil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是治疗抑郁症常用的物理疗法，可

减轻患者的抑郁症状［2］。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中，需

要对患者进行麻醉处理，而麻醉药物的选择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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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临床疗效，其中，常用的麻醉药物有氯胺酮、丙

泊酚等［3］。为了寻找抑郁症患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更

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本研究选择 300 例患者展开

分组研究在 MECT 治疗时分别使用丙泊酚、氯胺酮麻

醉对其眼压（IOP）及抑郁情绪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 300 例抑郁症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第 10 次修订版（ICD-10）［4］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

准；（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为Ⅰ - Ⅱ级；

（3）均采用 MECT 治疗，无 MECT 禁忌症；（4）治

疗期间，抗抑郁症药物均是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5）对本次研究知情，自愿参与研

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不愿参与本

研究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3）青光眼

患者；（4）MECT 禁忌症患者；（5）服用情绪稳定剂

等抗癫痫药物者；（6）失语失聪、无法正常交流者；

（7）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同意。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各 15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观察组（n=150） 对照组（n=150） χ2/t P

性别 男 79（52.7％） 85（56.7％） 0.322 0.569

女 71（47.3％） 65（43.3％） 0.322 0.569

年龄（岁） 40.27±5.28 39.82±3.72 0.287 0.781

体重指数（kg/m2） 22.48±2.81 22.76±1.89 0.157 0.835

病程（月） 6.83±1.37 6.24±1.53 0.345 0.693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 MECT 治疗。麻醉前，常规禁

食禁饮 6 小时，入室后，先静脉注射 0.01mg/kg 阿托

品。对照组静脉注射 0.8mg/kg 丙泊酚进行麻醉处理；

观察组静脉注射 0.8mg/kd 氯胺酮进行麻醉处理。整

个过程采用多功能监护仪（迈瑞公司）监护心电图，

观察患者血压与血氧饱和度变化情况。

1.3　观察指标

 （1）眼压变化。由眼科专业人员通过 Goldmann

眼压计测量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眼压，主要包括麻醉

前（T0）、治疗后 1h（T1）与治疗后 24h（T2）。

 （ 2 ）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1 7 项

（HAMD-17）［5］评估患者 T0 与 T2 两个时间点抑郁评

分，包括 17 项，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症状，>17 分提示患者有抑郁症

状。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3）检测患者 T0 与 T2 两个时间点的血清标志

物水平。收集患者晨起静脉血 5mL，使用台式高速

离心机离心 5 分钟（3500 转 / 分），提取血清约 2ml，

使用 ELISA 法检测患者血清白介素 -2（IL-2）以及

白介素 -6（IL-6）水平变化。

 （4）观察记录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n（％）表示。以 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眼压比较

T0 及 T2 点两组患者眼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1 点观察组患者眼压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眼压比较［（x±s），mmHg］

组别 例数 T0 T1 T2

观察组 150 15.72±2.15 21.02±1.97 15.79±1.46

对照组 150 15.17±1.58 18.75±1.46 15.62±1.72

t 0.487 4.972 0.287

P 0.571 0.000 0.782

2.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 HAMD 评分比较

T0 点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 T2 点 HAMD 评分较前降低，

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T0 T2

观察组 150 27.83±2.71 22.16±1.37▲

对照组 150 28.14±1.98 24.01±1.84▲

t 0.476 5.173

P 0.513 0.000

注：与T0点相比，▲P<0.05

2.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IL-2、IL-6 水平比较

T0 点两组患者的 IL-2、IL-6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T2 点 IL-2、IL-6 水

平较前降低，且观察组血清标志物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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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2.6％）

低于对照组（9.3％）（P<0.05），见表 5。
表4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IL-2、IL-6水平比较［（x±s），

ug/L］

组别 例数
IL-2 IL-6

T0 T2 T0 T2

观察组 150 4.58±1.20 2.01±0.56▲ 38.95±5.68 25.48±1.13▲

对照组 150 4.71±1.37 2.98±0.41▲ 39.66±5.12 28.94±1.09▲

t 0.682 4.581 0.292 4.873

P 0.316 0.000 0.783 0.000

表5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心动过速 高血压 躁动 合计

观察组 150 1 1 2 4（2.6％）

对照组 150 7 3 4 14（9.3％）

χ2 4.011

P 0.045

3　讨论

据相关资料报道，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

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 3％-5％，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很多抑郁症并未得到有效治疗，导致自杀等行

为加剧 ［6-7］。目前，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抑

郁症常用的物理疗法，而麻醉药物的选择是影响临

床疗效的因素之一［8］。氯胺酮用于麻醉不会抑制咽

喉反射，支气管平滑肌松弛，呼吸道阻力降低，唾

液和支气管分泌增多，但可能引起眼压升高。本次

研究中，观察组 T1 时眼压水平（21.02±1.97）mmHg

高于对照组（18.75±1.46）mmHg，提示相比丙泊

酚，氯胺酮在抑郁症患者的 MECT 治疗中可能引起

眼压升高，但在 T2 时两组患者的眼压恢复到麻醉前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氯胺酮引

起的眼压升高可能为暂时性，在 MECT 治疗后 24 小

时可恢复到正常状态。氯胺酮作为麻醉剂，在临床

使用已有多年历史，2009 年被 WHO 纳入“基本药物

目录”，因其具有潜在的快速抗抑郁效果，可减轻对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缓解患者抑郁情绪。故而氯

胺酮成为精神医学研究的一大热点［9］。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患者 T2 点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在

抑郁症患者 MECT 治疗中采用氯胺酮麻醉，可缓解

患者的抑郁情绪，效果优于丙泊酚使用组。

有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血清 IL-2、IL-6 出

现明显紊乱现象。IL-2 与 IL-6 可通过作用于单胺类

神经递质，促使患者抑郁症状加重，IL-2、IL-6 异

常升高提示抑郁症的发生及发展可能与免疫紊乱相

关，可能伴有免疫激活的现象［10］。本研究显示，观

察组患者 T2 时的血清 IL-2 和 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

提示采用氯胺酮麻醉可改善抑郁症患者体内炎性细

胞因子，其原因可能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以及神经重塑相关联。对两种麻醉方式的不良反应

进行观察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2.6％）

低于对照组（9.3％）（P<0.05）。提示在 MECT 治疗时

采用氯胺酮麻醉安全性高于丙泊酚，值得临床应用。

综上所述，在抑郁症患者的 MECT 治疗中，相

比丙泊酚，氯胺酮麻醉的效果更好，可有效缓解患

者的抑郁情绪，促进体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恢复正

常，并发症少，但需要注意患者眼压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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