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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深度与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李玉琢 1 、 薛　莲 2 、 石志伟 1 、 刘红梅 1 、 赵连臣 1 、 贾　琰 1

【摘要】目的　分析麻醉深度与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回

顾性分析的方法，抽取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8 年 4 月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 240 例老年患者临床资

料，按照患者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不同分为 A 组：85 例［BIS：30~40（不包含 40）］、

B 组：80 例［BIS：40~50（不包含 50）］、C 组：75 例（BIS：50~60 之间）。对比各组围术期各时点简易

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连线测试（Trail Making Test，TMT）、

术中药物使用剂量、术后清醒时间、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等。结果　术后 1d、3d，三组 MMSE

评分均较麻醉前 1d 降低，术后第 7d，三组患者 MMSE 评分有所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A 组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均低于 B、C 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MMSE 评分与麻醉

深度呈负相关（r ＜ 0，P< 0.05）；TMT 完成时间与麻醉深度均呈正相关（r ＞ 0，P< 0.05）。结论　麻

醉深度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有一定影响，麻醉深度越浅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

风险越低，临床可根据老年患者耐受情况最大限度降低术中麻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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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th of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seni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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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th of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

function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40 senile patients with laparo-

scopic surgery in the hospital from March 2016 to April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bispectral 

index（BIS），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group：85 cases ［BIS：30~40（excluding 40）］，B group：80 cases 

［BIS：40~50（excluding 50）］，C group：75 cases ［BIS：50~60］. The perioperativ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at different time，trail making test（TMT），intraoperative doses of drugs，postoperative waking time，in-

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among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1d and 

3d MMSE scores of three group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anesthesia for 1d，the postoperative 7d MMSE 

scores of three groups increased（P<0.05）；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A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B group and C group（P<0.05）；The MMSE score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th of anesthesia（r<0，

P<0.05）；The finish time of T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th of anesthesia（r>0，P<0.05）. Conclusion　The 

depth of anesthesia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sur-

gery. The shallower the depth of anesthesia，the lower the risk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The maximum reduction of in-

traoperative depth of anesthesia can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tolerance of seni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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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是神经精神障碍的一种，多

数患者在术后 6 个月内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长

时间遗留认知功能缺陷，严重影响其生活，加重家

庭负担［1］。目前对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

尚不明确，多认为与患者心理情绪、麻醉方式、麻

醉用药、麻醉深度等有关，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多

认为与术中麻醉深度关系最为密切［2-3］。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了我院近两年接受腹腔镜治疗的 240 例老年

患者临床资料，旨在研究术中麻醉深度对患者术后

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探讨麻醉深度与老年患者术

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抽取商丘市第四人民

医院 2016 年 3 月 ~2018 年 4 月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

的 240 例老年患者临床资料，全部患者术中均接受

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index，BIS）监测，按照 BIS

值分为 A 组：85 例［BIS：30~40（不包含 40）］、B 组：

80 例［BIS：40~50（不包含 50）］、C 组：75 例（BIS：

50~60）。A 组男 45 例，女 40 例；年龄 60~85 岁，平

均（74.21±4.57）岁。B 组男 40 例，女 40 例；年龄

60~84 岁，平均（73.98±5.12）岁。C 组男 38 例，女

37 例；年龄 60~83 岁，平均（73.12±5.02）岁。三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

比性。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②美国麻醉医师协

会分级（ASA）均为Ⅰ ~ Ⅱ级；③年龄≥ 60 岁；④术前

1dMMSE 评分≥ 24 分。排除标准：①伴中风后遗症、

老年性痴呆、糖尿病、严重视听障碍、神经及精神系

统障碍者；②近期内服用安定类或阿片类药物者。

1.3　方法

1 .3 .1　仪器　Aspect 公司提供的 Aspect Bis 

Monitor VISTA 型脑电双频指数监护仪。

1 .3 .2　麻醉方法　建立外周静脉通路，根据

4mL/（kg·h）速率滴注平衡液，使用多功能监护仪监

测其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同时连接监测仪监测

患者 BIS 变化情况。麻醉诱导：为患者注射咪达唑

仑 0.2mg/kg+ 芬太尼 2 μg/kg+ 丙泊酚 2mg/kg+ 罗库溴

铵 0.6mg/kg，快速进行静脉诱导并实施气管插管。

麻醉维持：术中微量泵入 0.3-1 μg/（kg·min）瑞芬太

尼 + 七氟醚，呼气末浓度为 1％~1.5％，间断静注

5-10mg/ 次罗库溴铵维持肌松，使用 1~2mg/ 次阿托

品与 15~30mg/ 次麻黄碱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

保证其波动幅度＜基础水平 20％。麻醉期间根据

BIS 值调整瑞芬太尼输注速率，保证各组间麻醉深度

维持在组内范围。手术结束停止吸入七氟醚，同时

停止使用瑞芬太尼及肌松拮抗药物。

1 .3 .3　围术期 BIS 系统监测　脑电双频指数

（BIS）是将脑电图的功率与频率经双频分析作出的

混合信息并拟合为一个最佳数字，以 0~100 分度表

示，分度≥ 81 分提示患者处于极深度镇静，呈爆发

性抑制；分度在 61~80 分，则提示患者处于深度镇

静，清醒可能性很小，对声音刺激无回应；分度在

20~60 分则提示中度镇静，患者在接到高声命令或轻

微的刺痛后有回应；分度＜ 20 分则提示清醒，患者

能够回应正常声音。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其 BIS 正

常分度范围为 30~60 分。

1.4　观察指标

（1）认知功能：① MMSE［4］：分别于麻醉前 1d、

术后 1d、3d、7d 检测，共 12 项，在 15min 内完成测

试，总分为 0~30 分，分值≤ 24 分为存在认知功能

障碍；② TMT［5］：分别于麻醉前 1d 及术后 1d 由制作

一张散乱分布着 1~25 数字的纸，要求患者根据顺序

进行连接，不可跳开数字，记录完成时间。（2）手术

情况：术中瑞芬太尼使用剂量、呼气末七氟醚浓度及

术后清醒时间。（3）记录三组术后 7d 内认知功能障

碍发生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以 x±s 表

示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方差分

析，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相关性采

用 Pearson 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MSE 评分 

术后 1d、3d，三组患者 MMSE 评分均较麻醉前

1d 降低，在术后第 7d，三组患者 MMSE 评分有所提

升，A 组、B 组基本回归正常，且均高于 C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TMT 完成时间 

术后 1dA、B 两组患者 TMT 完成时间均较麻醉

前缩短，且 A 组缩短幅度较 B 组显著，C 组 TMT 完

成时间较麻醉前 1d 延长，均长于 A、B 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认知功能障碍发生情况 

A 组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2.35％（2/85），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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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C 两组的 11.25％（9/80）、14.67％（11/7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243、8.032，P<0.05），

B、C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02，

P=0.526）。

2.4　相关性 

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MMSE 评分与麻醉

深度呈负相关（r=-0.476，P=0.002）；TMT 完成时间

与麻醉深度均呈正相关（r=0.612，P=0.000）。

3　讨论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是指术后认知功能较术前下

降，有研究指出认知功能障碍多为短暂且可逆的，

但也有部分患者持续多月甚至长时间存在［6］。临床

多认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手术方式及术中麻醉相

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A 组 MMAE 评分在术后 1d、

3d 均明显高于 B、C 两组，且基本趋于正常值，同

时 B 组各时点 MMSE 值均高于 C 组，并在术后第 7
恢复正常；A 组术后 1d TMT 完成时间均较 B、C 两组

短，其次为 B 组，而 C 组患者术后 1dTMT 完成时间

较麻醉前 1d 有明显延长趋势。MMSE 与 TMT 均是临

床用于评价患者手术前后认知功能变化情况的可靠

指标，且二者操作简单方便，尤其适用于老年患者，

同时测试受受检者主观影响较小，评价可靠性理

想［7］。由此可见，老年腹腔镜手术术中麻醉深度越

浅，患者认知功能受到的影响越小。不同的麻醉深

度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不同，据以往研

究可知患者术后视扫描、运动速度、视觉运动综合、

字与数系统综合能力、精神灵活性及由一序列向另

一序列转变的能力均受到明显影响，故笔者认为将

老年腹腔镜手术术中麻醉深度控制在 30~40 对术后

认知功能影响最小［8］。但该结果是在患者对手术耐

受性好且无合并症的前提下所得，针对部分耐受性

不佳且术中应激反应较严重或有合并症的患者仍需

较深的麻醉深度以控制患者应激反应，帮助手术顺

利实施。曹桂林［9］等研究表明，麻醉深度浅则患者

术中瑞芬太尼注射剂量及呼气末七氟醚浓度均较低，

且术后清醒时间短，该结果提示术中麻醉深度控制

越浅则麻醉药物使用剂量及吸入浓度越低，术后苏

醒质量越高。麻醉药物使用剂量多、浓度高会增加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可能是因为，中枢胆碱能

系统在注意力、记忆力及学习等认知功能调节中起

到重要作用，而实施全麻后麻醉药物使用剂量越多

浓度越高，对患者中枢胆碱能系统功能的抑制越强，

且该抑制作用可维持至麻醉给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从而增加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风险［9］。而本

研究结果也证实了麻醉深度较深的患者术后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风险高，加大麻醉深度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患者应激程度，但其肾上腺素、皮质醇及

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将受到抑制，脑代谢率降低，

患者术后麻醉恢复时间较长，脑代谢受到影响较深，

故术后认知功能受到影响明显［10］。

综上所述，麻醉深度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术

后认知功能有一定影响，麻醉深度越浅患者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风险越低，临床可根据老年患者耐受情

况最大限度降低术中麻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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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组各时点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麻醉前1d 术后1d 术后3d 术后7d

A组（n=85） 28.51±1.27 24.45±2.14 25.41±2.01 27.64±1.48

B组（n=80） 28.49±1.32 22.47±2.02 23.02±2.11 27.31±1.47

C组（n=75） 28.45±1.29 20.17±2.11 21.17±1.69 23.24±1.11

F 0.062 69.420 82.942 232.801

P 0.940 0.000 0.000 0.000

表2　三组麻醉前后TMT完成时间比较（x±s，s）

组别 麻醉前1d 术后1d 变化幅度

A组（n=85） 42.01±9.57 34.12±9.17 8.24±1.24

B组（n=80） 41.98±10.21 39.34±9.57 2.33±0.57

C组（n=75） 41.11±10.24 43.01±12.17 -2.47±0.58

F 0.168 15.322 2786.623

P 0.846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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