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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米芬太尼与芬太尼对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精神分裂症患者麻醉
效果的对比

李慧芳 、 张　联 、 祝晓娟 、 田　明

【摘要】目的　探讨雷米芬太尼与芬太尼对拟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麻

醉效果的对比研究。方法　选自我院于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

频热凝术精神分裂症患者 8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雷米芬太尼组 40 例与芬太尼组 40 例。雷米

芬太尼组给予雷米芬太尼麻醉，芬太尼给予芬太尼麻醉。结果　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时收缩

压（SBP）和舒张压（DBP）较麻醉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 0.05）；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

时 SBP 和 DBP 较麻醉前增加，有统计学差异（P< 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时 SBP

和 DBP 低于同期芬太尼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时心率较麻醉前

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 0.05）；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时心率较麻醉前增加，有统计学差异

（P< 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时心率低于同期芬太尼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雷米芬太尼组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停药至睁眼时间快于芬太尼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雷米芬太尼对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麻醉效果优于芬太尼组。

【关键词】雷米芬太尼；芬太尼；精神分裂症；麻醉效果；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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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mifentanil and fentanyl in the efficacy of stereotactic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 
of brain nuclei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I Huifang，ZHANG Lian，ZHU Xiaojuan，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i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Kashi District，Kashi 84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remifentanil and fentanyl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ndergoing stereotactic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 of brain nuclei. Methods　We selected 8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by stereotactic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 of brain nuclei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mifentanil group and the fentany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emifentanil group was given remifentanil for anesthesia，fentanyl 

was given fentanyl for anesthesia. Results　The remifentanil group decreased after intubation，skin incision in SBP 

and DBP than those before anesthesia，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The SBP and DBP in the fentanyl 

group after intubation，skin incision，eyes open were in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anesthesia，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The SBP and DBP in the remifentanil group after intubation，skin incision，eyes ope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fentanyl group，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The HR in the remifentanil group 

after intubation，skin incis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anesthesia，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The HR in the fentanyl group after intubation，skin，eyes open were in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anesthesia，with sta-

tistical difference（P<0.05）；The HR in the remifentanil group after intubation，skin incision，eyes ope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fentanyl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se（P<0.05）；The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time and drug withdrawal until eyes opening time in the remifentanil group were faster than those in the fentanyl group，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t（P<0.05）. Conclusion　Remifentanil is superior to fentanyl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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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具有较高

的发病率，且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患者生活

质量较差［1-3］。随着精神分裂症患者手术治疗的开展，

精神患者临床麻醉经验的积累，各家医院对于麻醉

方法和麻醉药物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差异［4，5］。因此，

临床上如何选择适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麻醉药物与

麻醉方法，已成为临床麻醉科的研究重点。本研究

旨在探讨雷米芬太尼与芬太尼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麻

醉效果，为临床麻醉提供指导。见下文报道。

1　临床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自我院于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拟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 8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雷米芬太尼组 40 例

与芬太尼组 40 例。雷米芬太尼组中，男性患者 23 例、

女性患者 17 例，患者年龄 30~73 岁、平均年龄（52.31
±4.67）岁，体质量 45~76 kg、平均体质量（59.76±

4.51）kg；芬太尼组中，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16
例，患者年龄 32~75 岁、平均年龄（52.89±5.01）岁，

体质量 42~78 kg、平均体质量（59.04±4.36）kg。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1.1　入组标准　（1）18~75 岁；（2）精神分

裂症诊断符合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IV）中精神分裂症的有关标准；（3）符合

立体定向脑核团射频热凝术的适应症；（4）患者和

家属知情同意。本研究取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

1.1.2　排除标准　（1）合并严重内科疾病者；

（2）认知功能障碍者；（3）不能配合治疗者；（4）合

并其他精神疾病无法进行治疗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术前肌注阿托品（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51021428）0.5 mg、苯巴比妥钠（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31020532）0.1 g，行气管插管。

雷米芬太尼组：给予维库溴铵（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20063411）0.1 mg/kg、丙泊酚（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20123318）2 mg/kg、雷米芬太尼（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 H20003688）2 μg/kg，静推，行麻醉诱导，顺利

完成气管插管后，用微量输注泵输注丙泊酚和雷米芬

太尼，输注速度按照患者心率和血压等指标进行调整。

芬太尼组：给予维库溴铵（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63411）0.1 mg/kg、丙泊酚（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23318）2 mg/kg、芬太尼（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13508）2 μg/kg，静推，行麻醉诱导，顺利完成

气管插管后，用微量输注泵输注丙泊酚和雷米芬太

尼，输注速度按照患者心率和血压等指标进行调整。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

切皮及睁眼时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变化；（2）观

察两组患者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切皮、睁

眼时心率（HR）变化；（3）观察两组术后认知功能

恢复时间和停药至睁眼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比较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内不同时

间点比较）或 t 检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n，％）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切皮、

睁眼时 SBP 和 DBP 比较

两组麻醉前和插管即刻 SBP 和 DBP 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时

SBP 和 DBP 较麻醉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

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时 SBP 和 DBP 较麻醉

前增加，有统计学差异（P<0.05）；雷米芬太尼组插

管后、切皮、睁眼时 SBP 和 DBP 低于同期芬太尼组，

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切皮、

睁眼时心率比较

两组麻醉前和插管即刻心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时心率较麻

醉前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芬太尼组插管

后、切皮、睁眼时心率较麻醉前增加，有统计学差

异（P<0.05）；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时

心率低于同期芬太尼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详见表 2。

phrenia patients undergoing stereotactic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 of brain nuclei for anesthesia.

【Key word】Remifentanil；Fentanyl；Schizophrenia；Anesthesia effect；Stereotactic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

lation of brain nuc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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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停药至睁眼

时间比较

雷米芬太尼组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停药至

睁眼时间快于芬太尼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详见表 3。
表3　两组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停药至睁眼时间比较（x

±s，min）

组别 例数 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 停药至睁眼时间

雷米芬太尼组 40 14.87±3.27* 8.19±2.10*

芬太尼组 40 20.24±4.68 14.79±3.27

t 5.9488 10.7410

P 0.001 0.001

注：与芬太尼组相比，有*P<0.05。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精神分裂症具体发病病因尚不

明确，可能与社会心理因素、遗传因素及神经生物

因素等相关［6］。精神分裂症发病后，患者脑内的 5-

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功能发生异常，导致患

者容易出现异常行为［7］。理想的神经外科手术麻醉

要求镇静充分、维持镇痛充分、麻醉诱导迅速，停

药后清醒迅速而无躁动，无呼吸抑制，这也是精神

分裂症患者手术麻醉所需要的。但是，临床上部分

精神分裂症患者术前较为狂躁，对手术麻醉的要求

较高。

芬太尼是一种阿片受体激动剂，属一种短效

镇痛药物，该药物镇痛强度为吗啡的 80 倍至 100
倍，临床上已逐渐将其作为吗啡的替代品，该药物

主要用于静脉复合麻醉和麻醉辅助用药［8］。雷尼芬

太尼是一种 μ 受体激动药，具有可控性好、作用时

间短以及镇痛效果好等特点，主要经血浆非特异性

酯酶水解代谢，且该药物不依赖肝肾功能，重复用

药无蓄积作用、起效时间迅速，其作用的消失主要

是由于药物的快速消除而不是再分布，这一点与芬

太尼具有明显的不同［9］。有研究表明雷米芬太尼的

时 - 量相关半衰期不受输注时间长短的影响［10］。本

研究结果表明，雷米芬太尼组插管后、切皮、睁眼

时 SBP 和 DBP 低于同期芬太尼组，雷米芬太尼组插

管后、切皮、睁眼时心率低于同期芬太尼组。说明

雷米芬太尼给药后降压和心率减慢明显，插管、切

片时低于麻醉前水平，认为可能与 μ 阿片受体类药

物抑制窦房结和兴奋迷走神经相关，对窦房功能不

良或者老年患者要注意输注速度和用药量，必要时

给予阿托品。本研究结果表明，雷米芬太尼组术后

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停药至睁眼时间快于芬太尼组，

说明雷米芬太尼组可加快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时间和

停药至睁眼时间。

表1　两组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切皮、睁眼时SBP和DBP比较（x±s，mmHg）

指标 组别 麻醉前 插管即刻 插管后 切皮 睁眼

SBP 雷米芬太尼组（n=40） 124.57±10.42 100.32±9.74 103.49±8.42* 108.42±9.13* 122.89±6.36

芬太尼组（n=40） 123.97±11.03 98.98±5.42 136.57±10.49* 138.40±12.35* 130.27±8.13*

t 0.2501 0.7603 15.5537 12.34457 45219

P 0.402 0.225 0.001 0.001 0.001

DBP 雷米芬太尼组（n=40） 75.89±4.67 60.39±5.78 65.89±4.36* 66.80±3.89* 74.01±4.03

芬太尼组（n=40） 76.18±5.24 59.47±6.15 85.41±4.17* 87.19±5.04* 80.39±4.36*

t 0.2613 0.6894 20.4629 20.2553 6.7962

P 0.397 0.246 0.001 0.001 0.001

注：与麻醉前SBP、DBP相比，两组均有*P<0.05。

表2　两组麻醉前、插管即刻、插管后、切皮、睁眼时心率比较（x±s，次/min）

组别 麻醉前 插管即刻 插管后 切皮 睁眼

雷米芬太尼组（n=40） 78.73±4.76 66.52±3.68 69.89±3.25* 68.26±3.40* 77.42±4.09

芬太尼组（n=40） 78.28±4.36 67.03±4.10 87.42±3.79* 88.98±4.06* 84.32±4.39*

t 0.4409 0.5855 22.2065 24.7459 7.2732

P 0.330 0.280 0.001 0.001 0.001

注：与麻醉前心率相比，两组均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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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智能障碍也有一定关联。主要考虑痴呆越严重

者，反应皮层萎缩平均脑沟、侧裂宽度及反应第三

脑室宽度、尾状核指数均较宽大，可能由于重度痴

呆患者脑梗死更明显，继而脑血循环较差。不同程

度 AD 脑 CT 检查 TTP 与 NPI 均呈负相关，随不同程

度 AD 者 TTP 延长患者精神行为异常情况加重。目

前未明确精神行为异常机制，研究［10］认为痴呆患者

精神行为异常存在结构性改变，如脑室大小、白质

损伤均会对影响情绪、情感等，且精神行为异常不

仅是大脑弥漫性损伤结果，还和特定脑功能区功能

障碍有关，所以 AD 者精神行为异常相关机制有待进

一步研究。

综上，AD 患者大脑异生皮质血流灌注异常已经

CT 证实，可从慢性缺血角度解释近期精神行为障碍，

大脑异生皮质区缺血症状可加重精神行为症状，提

示 AD 患者早期诊断意义重大。但本研究仅对精神行

为异常和 AD 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未进行 AD 患

者精神行为异常影响因素分析，下一步可选取更大

样本量进行 AD 患者精神行为异常影响因素分析，进

一步阐明影响 AD 患者精神行为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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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2010；4（22）：88-89
10. 陈辛茹，宁玉萍，施海姗，等。麻痹性痴呆和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的认知和精神行为症状比较。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4；47（12）：131-135
（收稿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综上所述，雷米芬太尼对拟行立体定向脑核团射

频热凝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麻醉效果优于芬太尼组，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但本文研究样本较少，且缺乏在

临床机制上的探讨，值得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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