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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对结直肠肿瘤患者术后焦虑、抑郁的影响

王根生 1 、 卢锡华 1 、 杨清存 1 、 李廷坤 1 、 缪长虹 2

【摘要】目的　评价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对结直肠肿瘤患者术后焦虑、抑郁等情绪反应的影响，

便于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选取我院 2017 年 � 月 ~201� 年 � 月期间

收治的 �0 例结直肠癌患者。使用生理盐水的 �0 例为对照组，使用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的 �0 例为

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焦虑和抑郁评分；麻醉时间、拔管时间、术后 VAS 评分以及不良

反应。结果　观察组术后焦虑、抑郁评分小于对照组，观察组麻醉时间、拔管以及术后 24h 的 VAS

评分均小于对照组，各项指标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小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在结直肠肿瘤患者术后焦虑抑

郁改善以及手术指标优化方面均有重要应用价值，临床可借鉴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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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ingle subanesthetic dose of ketamine on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ANG Gensheng，LU Xihua，YANG Qingcun，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ingle subanesthesia dose ketamine on postoperative anxiety，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7 to March 2019 were selected.30 patients using normal saline as the control group，and 30 patients using 

single subanesthetic ketamine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anxiety/depression，an-

esthesia time，extubation time，postoperative VAS sco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anesthesia time，extubation and VAS scores 24 hours after surge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ingle subanesthetic dose ketamine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improvement of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the optimization of surgical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Key words】Ketamine；Colorectal neoplasms；Anxiety；Depression

多种因素导致结直肠癌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

郁问题。控制好焦虑、抑郁情绪可帮助患者客观对

待病情，对治疗产生积极影响［1］。研究发现氯胺酮

能够在数小时内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2］。本研究探

讨了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对结直肠肿瘤患者术后

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选取我院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结直肠癌患者。使用

生理盐水的 30 例为对照组，使用单次亚麻醉剂量氯

胺酮的 30 例为观察组。观察组：男性 18 例 + 女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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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段范围：28 岁 ~75 岁，年龄平均值为（48.39
±5 .96）岁；体重在 50~75Kg，体重的平均值为

（64.29±4.51）Kg。对照组：男性 19 例 + 女性 11 例，

年龄段范围：29 岁 ~77 岁，年龄平均值为（48.42±

5.95）岁；体重在 50~74Kg，体重的平均值为（64.31
±4.53）kg。统计学资料显示观察组、对照组治疗前

相关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符合数据分

析要求的可对比性。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病理活检或者组织学检查明确

诊断为结直肠癌；（2）临床分期为Ⅰ期、Ⅱ期；（3）
患者在充分了解手术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签署《患者

知情同意书》；（4）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严重肝肾心肺功能不全；（2）认知

功能障碍、精神疾病；（3）存在结直肠癌梗阻或穿

孔等急诊手术史；（4）肿瘤侵犯邻近重要组织器官；

（5）过度肥胖、腹腔内广泛粘连、凝血功能障碍以

及药物过敏患者；（6）长期应用镇痛药物患者。

1.�　方法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均实施腹腔镜结直肠癌手

术，具体为结直肠癌根治术。所有患者术前常规禁

食禁饮约 8h，连接心电监护仪便于对患者术中各项

指标实施监测。术前全麻诱导方法如下：涉及到的

麻醉药物包括：咪达唑仑注射液，用药剂量 0.05mg/

Kg；丙泊酚，用药剂量 1.5mg/Kg；舒芬太尼，用量为

0.5 μg/kg；顺式阿曲库铵，用药剂量为 0.2 mg/kg，将

上述药物按照顺序进行静脉给药，麻醉操作完成后

3min 给予气管插管，并连接呼吸机，不同参数为：

通气频率为 12 次 /min，VT 为 8ml/kg，呼气末二氧化

碳分压 30~35 mmHg。患者手术期间麻醉维持方法如

下：七氟醚，用量为维持 1-2 倍最小肺泡内浓度，泵

注丙泊酚，用量为 6~8 mg/kg，根据患者手术进展间

断性增加舒芬太尼、顺势阿曲库铵输入，对应剂量

为 10~20 μg 、2.5~5mg，根据监测到患者的血压、心

率，适当调整麻醉药物用量，术中血压波动上下范

围不超过 20.00％，针对患者出现高血压或者高心率

应使用降压与降心率药物，维持患者血压和心率的

基本稳定。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期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

照组患者在术前 10min 输入生理盐水，剂量为 0.3mg/

kg，而观察组在术前 10min 则单次静脉注射亚麻醉

剂量氯胺酮，用药剂量为 0.3mg/kg，手术过程中的

用药方法与剂量保持一致，术后常规连接静脉自控

镇痛泵。两组患者在术后常规护理。

1.4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1）术前 24 h 与术后 24h 的焦虑和

抑郁情况；（2）手术治疗指标，包括麻醉时间、拔

管以及术后 24h 的 VAS 评分；（3）术后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

1.�　评价标准

术后拔管时机：在患者手术完成后，患者可自

主恢复呼吸，循环功能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通气

量、VT，氧分压浓度超过 95％，恢复正常的基础反

射，恢复正常意识，此时可正常拔管［3］。焦虑评分

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价、抑郁评分使用抑郁自评量表

评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满分均为 80 分，

分值越高对应的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4］。术后疼

痛采用疼痛检查，具体使用 VAS 疼痛评分标准，分

值在 0 分 ~10 分，分值越高对应的疼痛越严重［5］。

1.�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平均值 ± 标准差，组间 t 检验；计数资料：百

分率表示，组间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术前与术后焦虑、抑郁评分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前 24h 对应的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

后 24h 与术前 24h 焦虑、抑郁评分对比明显下降，

数据分析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

后 24h 焦虑、抑郁评分小于对照组，数据分析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的数据分析见表 1。
表1　患者术前24h与术后24h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

n=30）

组别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术前24h 术后24h 术前24h 术后24h

对照组 56.62±3.25 43.08±2.75* 62.26±5.39 47.44±5.06*

观察组 56.59±3.23 35.22±2.28* 61.25±5.41 40.51±4.46*

t 0.035 12.051 0.724 5.627

P ＞0.05 ＜0.05 ＞0.05 ＜0.05

注：*表示术前与术后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平均麻醉时间、平均拔管时间以及

术后 24hVAS 评分都小于对照组对应的指标，不同数

据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11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指标比较

项目 例数
平均麻醉 
时间（min）

平均拔管 
时间（min）

VAS评分（分）

观察组 30 175.48±31.59 9.80±3.31 2.50±0.55

对照组 30 189.72±33.51 14.02±4.17 4.78±1.37

t / 1.693 4.341 8.459

P值 / ＜0.05 ＜0.05 ＜0.05

2.�　不良反应发生对比

观察组患者术后无不良反应发生；对照组患者

术后有 2 例出现恶心、2 例出现呕吐、1 例出现头

晕，并发症发生率为 16.67％，差异对比 χ2=5.454，

P=0.019，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结直肠癌患者术后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

情绪，引起这一情绪反应的因素较多，如术中创伤

引起的应激反应、术后疼痛或者担忧手术治疗效果

等。不良情绪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下降，影响患者

的疗效，所以有效控制直肠癌患者术后焦虑、抑郁

情绪具有重要意义［7-9］。目前常规处理抑郁焦虑的方

法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抗焦虑、抑郁药物起效慢，

需要长时间使用，不良反应较大等［10］。

氯氨酮在抗焦虑抑郁方面最大的优点是起效

迅速，主要采取静脉单次注射治疗方法，临床文献

报道指出，单次静脉注射氯胺酮能够保证药效持续

1~2w［11］。其抗抑郁效果也得到证实［12］。因此，本文

对结直肠癌患者在手术治疗期间使用单次亚麻醉剂

量氯胺酮，结果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术后

焦虑、抑郁评分均有下降，但是观察组术后 24h 的

焦虑、抑郁评分更低，提示观察组患者在术前使用

的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对降低术后焦虑、抑郁具

有明显效果。临床研究指出氯胺酮能够产生独特的

麻醉状态，氯胺酮能够抑制丘脑 - 新皮质系统作用，

同时兴奋丘脑和边缘系统，此外，氯胺酮还具有镇

痛作用，氯胺酮能够对脊髓网状结构束的痛觉传入

信号产生阻滞效果，且氯胺酮镇痛作用和阻滞痛觉

的情绪成分有关，故而氯胺酮在镇痛同时还能够帮

助患者改善情绪反应。在整个手术操作的平均麻醉

时间、平均拔管时间以及术后 24hVAS 评分方面，观

察组小于对照组，分析可能是氯胺酮能够在术中发

挥镇静镇痛作用，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术后拔

管时间更早，其自身的镇痛作用也是降低患者术后

VAS 评分的重要原因，有效镇痛也是降低患者术后

不良反应的关键［13-14］。

张红波等分析了亚麻醉剂量氯胺酮 - 芬太尼辅

助小儿区域麻醉效果，研究指出亚麻醉剂量氯胺酮 -

芬太尼在小儿区域麻醉辅助期间，具有效果安全可

靠的优势，能够降低患儿手术期间的不良反应［15］。

任芹等研究了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对结直肠肿瘤

患者术后早期情绪反应的影响，研究认为单次亚麻

醉剂量氯胺酮能够降低结直肠肿瘤患者术后焦虑、

抑郁情况，加快患者的术后苏醒，整个应用期间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不会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16］。王

琼华等分析了氯胺酮联合地塞米松在食管癌开胸手

术中对肺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认为常规地塞米松

基础上通过使用氯胺酮，能够减少炎症介质释放，

提高患者镇痛效果［17］。陈泽鑫等指出神经外科手术

麻醉期间，通过增加小剂量氯氨酮，可降低患者的

麻醉后的痛觉，减少患者疼痛感受，而且不会影响

患者的正常苏醒，整体具有较高的安全性［18］。谢宁

等分析了小剂量氯胺酮在子宫颈癌患者围术期中的

应用，研究指出通过增加小剂量氯胺酮，子宫颈癌

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明显下降，而且炎性细胞因子的

升高得到有效抑制［19］。上述研究均证实小剂量氯胺

酮在相关疾病手术麻醉过程中，能够帮助患者降低

术后的疼痛度，小剂量应用安全性较高，不会影响

患者术后正常恢复，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仅有 30 例，

样本量相对较少，其次，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患

者的情绪，本研究无法控制所有的因素。第三，本

研究使用单剂量，是否是最合适的剂量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未来可通过相关的动物模拟实验分析进行

研究［20］。综上所述，单次亚麻醉剂量氯胺酮在结直

肠肿瘤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改善以及手术指标优化方

面均有重要应用价值，临床可借鉴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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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麻应用于 SP 患者 MECT 治疗中，可在保持较小

血流动力学波动的情况下，保证治疗效果，其原因

可能在于丙泊酚能提高癫痫发作阈值，抑制抽搐反

应发作，而依托咪酯能延长发作时间，改善发作质

量。本研究还显示：B 组躁动、肌肉震颤发生率高

于 A 组、C 组，A 组注射痛发生率高于 B 组、C 组

（P<0.05），可见，依托咪酯联合丙泊酚诱导全麻应

用于 SP 患者 MECT 治疗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依托咪酯联合丙泊酚诱导全麻应用

于 SP 患者 MECT 治疗中，可在保持较小血流动力学

波动的情况下，保证治疗效果，且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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