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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静脉全身麻醉方式对老年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及复苏质量的影响

彭五一 、 王志涛 、 刘德君 、 董铁立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手术患者接受静脉全麻、吸入全麻对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与复

苏造成的影响。方法　将 2017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期间的老年手术患者 8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七氟

醚全凭吸入麻醉）与观察组（异丙酚全凭静脉维持麻醉），各 44 例，对比两组麻醉效果和认知功能。

结果　（1）观察组拔管时间、苏醒时间均短于对照组，躁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2）两组

T0、T1、T2、T3 血浆白介素 -6（IL-6）水平无明显区别（P> 0.05）；两组 T0、T3 时刻 S100β水平无明显

差别（P> 0.05）；观察组 T1、T2 时期 100β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3）两组同期简明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MMSE）评分和 POCD 发生率对没有明显区别（P> 0.05）；（4）观察组低血压、恶心呕吐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心动过缓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镇痛不全发生率无明显区别（P> 0.05）。

结论　静脉麻醉可以缩短苏醒时间与拔管时间，减少术中低血压、术后恶心呕吐和拔管期躁动的发

生，有利于术后苏醒，但是静脉麻醉更容易造成心动过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需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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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ravenous general anesthesia or inhalation gener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and resuscitation qu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PENG Wuyi，WANG 
Zhitao，LIU Dejun，et a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travenous general anesthesia and inhalation gener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and resuscitation qu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Methods　From 

May 2017 to May 2019，88 elderly surgica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sevoflurane anesthesia by 

inhala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propofol anesthesia by intravenous maintenance），with 44 cases each. The postopera-

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and resuscitation qualit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The extubation time 

and wake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incidence of agita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Plasma interleukin-6（il-6）levels of T0，T1，T2 and T3 in the two groups 

were no difference（P>0.05）. The S100 beta level at T0 and T3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no difference（P>0.05）. （3）
The brief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scores and POCD incide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 difference（P>0.05）. 

（4）The incidence of hypotension，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bradycard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nalgesia insuffici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The intravenous 

anesthesia shorten the awaken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less intraoperative hypotension and extubation period of agitation，

conducive to the postoperative revival，can reduce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but it's easier to cause bradycardia，

intravenous anesthesia chronic arrhythmia patients need to be careful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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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指的是术前精神正常的患者由

于围术期因素的影响造成术后出现脑功能活动紊乱

而出现记忆受损、行为改变以及认知改变［1-2］。高龄

是 POCD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3-4］。本研究探讨了静

脉全麻与吸入全麻这两种不同麻醉方案对老年患者

POCD 发生率以及复苏质量造成的影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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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 65 岁；2h

≤手术时间≤ 4h；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不

超过Ⅱ级；伦理委员会批准，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视听能力受损严重；无法进行语言沟

通；精神疾病病史；嗜酒史；长期使用抗胆碱能药物、

抗抑郁药物、镇静药；老年痴呆；脑血管意外、脑外

伤病史；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量表评分

<24 分。

1.1.2　病例资料　2017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期

间老年手术患者 88 例，患者患有直肠癌、结肠癌、

胃癌、胆囊结石及其他疾病，均行腹部开腹手术。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4
例。观察 组 中，男 29 例，女 15 例；年 龄 61-88
（70.22 ± 2.11）岁；对照组中，男 28 例，女 16 例；

年龄 64~83（69.13 ± 3.12）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等一般情况具有可比性（具体见表一）。

1.2　方法

1.2.1　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均为首台手术，术

前均未给予抗胆碱药物、镇静药等。入室后常规检

监测脑电双频指数（BIS）、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血

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心电图等，桡动脉穿刺连续

有创测压。

1.2.2　麻醉方法　（1）麻醉诱导，所有患者均

行常规静脉诱导插管，按顺序静滴芬太尼（2 μg/kg）、

顺式阿曲库胺（0.2mg/kg）、异丙酚（1~2mg/kg），同

期 3min 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调节呼吸参数，维持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在 35~45mmHg 区间内。麻醉后

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地监测中心静脉压，术中随

时调整输液速度，维持中心静脉压与 5~12cmH2O 区

间内。观察组患者的麻醉方法为全凭静脉麻醉，异

丙酚［（4~12mg/（kg·h））］静脉泵注；对照组为全凭

吸入麻醉，吸入七氟醚，维持呼气七氟醚浓度为

1.5-1.7MAC［5-7］。

（ 2 ） 维 持 麻 醉 ， 所 有 患 者 均 给 予 瑞 芬 太

尼［0.05~0.2 μg/（kg·min）］静脉泵注，同时顺式阿曲

库胺间断给予以维持肌松，结合患者生命体征与 BIS

值调整麻醉深度，维持患者的体温为 35-37℃。

（3）术后处理，术后所有患者停用麻醉药物，给

予芬太尼 0.1mg 静脉注射，自控静脉镇痛泵自控镇痛，

镇痛泵内包含芬太尼 1.0mg+ 生理盐水，稀释至 100ml，

单次给药量为 0.5mg，锁定时间 15min，背景输注剂量

为 2ml/h。术毕送至麻醉恢复室，患者清醒且具备拔管

指征后拔管，符合恢复室标准后送入病房。

（4）异常情况处理，术中心率＜ 50 次 /min 时判

断为心动过缓，阿托品 0.3g 静脉注射；术中收缩压

＜ 90mmHg 或者血压低于基础值 20％时判断为低血

压，麻黄素 5.0mg 静脉注射；术后 SpO2 ＜ 90％时判断

为低氧血症，给予面罩吸氧，必要时气管插管；视觉

模拟评分法（VAS）评价术后疼痛情况，VAS 评分＞ 3
分时判断为镇痛不全，给予杜冷丁 100mg 肌肉注射［8］。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一般资料，包括麻醉时间（麻醉

诱导至停药时间）、手术时间、液体输入量、尿量、

身高、性别、ASA 分级以及体质量等。

（2）观察两组苏醒质量，包括苏醒时间（停用麻

醉药物后到患者可做出指令动作的时间）、拔管时间

（停用麻醉药物后到导管拔出时间）、苏醒后是否躁动。

（3）观察患者的血浆 IL-6、S100β 浓度，分

别于手术前 24h（T0）、手术结束时（T1）、术后 24h

（T2）以及术后 72h（T3）取空腹静脉血 5ml，取血后

4000rpm 离心 10min，上清液放置于 EP 管内，-70℃

冰箱保存待测，EILSA 法检测。

（4）记录患者的 T0、T1、T3MMSE 评分，MMSE

评分较术前降低 2 分即判断为 POCD，观察 POCD 发

生率。

（5）观察两组术中心动过缓、低血压、术后镇

痛不全、低氧血症以及恶心呕吐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19.0 处理，计量资料（x±s）行 t 检

验，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观察组中包括直肠癌 2 例、结肠癌 14、胃癌

21、肺癌 5 例、其它 2 例，对照组中直肠癌 3 例、结

肠癌 17、胃癌 20、肺癌 3 例、其它 2 例，两组一般

资料对比，P>0.05，见表 1。

2.2　复苏质量

观察组的拔管时间、苏醒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均＜ 0.05；观察组躁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3　同期血浆检查指标

两组同期血浆 IL-6 水平对比，P>0.05，见表

3。观察组 T1、T2 时血浆 S100β水平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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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均＜ 0.05，两组 T0、T3 血浆 S100β 水平对比，

P>0.05，见表 4。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x±s，分）

项目 对照组（n=44） 观察组（n=44）

性别（男/女，例） 28/16 29/15

ASA分级（Ⅰ/Ⅱ，例） 3/41 4/40

身高（cm） 167.6±9.4 167.9±9.3

体质量（kg） 63.9±8.4 64.2±8.6

手术时间（min） 200.6±20.9 198.7±18.6

麻醉时间（min） 231.5±26.6 233.4±28.8

术中出血量（ml） 388.5±135.6 390.8±140.8

液体输入量（ml） 2536.8±279.5 2520.7±286.0

尿量（ml） 355.9±94.4 361.1±92.3

表2　两组复苏质量对比 （x±s）

组别 n
拔管时间 

（x±s，min）
苏醒时间 

（x±s，min）
躁动发生率 
［例（％）］

观察组 44 19.4±5.5 24.3±5.4 8（18.18）

对照组 44 25.4±6.0 31.4±6.9 20（45.45）

t/χ2 - 4.890 5.375 7.543

P - ＜0.05 ＜0.05 ＜0.05

表3　两组同期血浆IL-6水平对比（x±s，pg/ml）

组别 n T0 T1 T2 T3

观察组 44 73.0±21.2 88.6±14.8 75.4±19.6 73.2±21.0

对照组 44 74.9±18.6 90.6±18.4 76.8±12.9 75.6±18.7

t - 0.447 0.562 0.396 0.566

P - ＞0.05 ＞0.05 ＞0.05 ＞0.05

表4　两组同期血浆S100β水平对比（x±s，pg/ml）

组别 n T0 T1 T2 T3

观察组 44 744.9±158.8 830.2±122.7 762.6±128.2 711.9±140.7

对照组 44 758.4±162.2 885.6±138.2 863.8±143.0 718.8±108.9

t - 0.394 1.988 3.496 0.257

P - ＜0.05 ＜0.05 ＜0.05 ＜0.05

2.4　同期 MMSE 评分

术后观察组的 POCD 发生率［6.82％（3/44）］与

对照组［15.91％（7/44）］相比，χ2=1.805，P>0.05。

两组同期 MMSE 评分对比，P>0.05，见表 5。
表5　两组同期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T0 T2 T3

观察组 44 28.6±1.3 27.7±0.9 28.2±1.0

对照组 44 28.4±1.2 27.6±1.1 28.1±0.9

t - 0.750 0.467 0.493

P - ＞0.05 ＞0.05 ＞0.05

2.5　不良反应

观察组的低血压、恶心呕吐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 均＜ 0.05；两组镇痛不全发生率对比，P>0.05；观

察组心动过缓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6。
表6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n 低血压 恶心呕吐 镇痛不全 心动过缓

观察组 44 26（59.09） 6（13.64） 7（15.91） 17（38.64）

对照组 44 38（86.36） 27（61.36） 8（18.18） 4（9.09）

χ2 - 8.250 21.382 0.08 10.570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POCD 是老年手术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造成远期死亡率增加。全麻

维持的主要方案包括吸入麻醉与静脉麻醉，体内外

试验证实无论是何种麻醉方案都将诱发炎性反应，

造成 mTOR 信号通路被激活，神经细胞凋亡而造成

POCD。IL-6 属于促炎因子的一种，在 POCD 的发病

中占有重要地位［9-10］。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围术期

的血浆 IL-6 均出现正常→升高→正常的变化，而且

两组同期 IL-6 水平对比无明显差异，说明两种麻醉

方案都无法抑制患者出现围术期炎性反应，这可能

是造成 POCD 的重要原因之一。S100β是预测 POCD

的指标之一，S100β对神经系统的炎性反应具有诱

导作用而造成 POCD［11-13］。本研究发现：术后两组患

者的 S100β均不同程度增高，但是接受异丙酚静脉

麻醉的患者术后 0 时、后 24h 的 S100β水平均较接

受七氟醚全凭吸入麻醉的患者的水平更低，说明七

氟醚对中枢神经细胞造成损伤的持续时间更长。

本研究发现：术前、术后 24h 以及术后 72h 两

组患者的 MMSE 评分和 POCD 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别，

和 IL-6 检测一致，和血浆 S100β检测有差异，原因

可能是：（1）这两项指标各有侧重点，IL-6 反应了

全身炎性反应，炎性反应作用于神经细胞造成神经

细胞损伤而影响功能；S100β则仅反应神经细胞的受

损程度，炎性反应、氧自由基损伤、细胞凋亡等众

多因素都将造成神经细胞损伤，因此其敏感性较高，

容易出现阳性结果；（2）研究对象的数量较少造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仍然需要大样本研究。

本研究发现：静脉麻醉后老年手术患者苏醒更快、

拔管时间更短，更少出现躁动，说明异丙酚全凭静脉

麻醉在麻醉苏醒方面的优势较七氟醚全凭吸入麻醉的

优势更大；同时发现，静脉麻醉患者低血压和恶心呕

吐的发生率更低，说明这一麻醉方案下患者的血流动

力学更平稳，更少造成患者恶心呕吐。本研究还发现：

静脉麻醉后患者的心动过缓发生率较全凭吸入麻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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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更高，这样可能是使用了瑞芬太尼造成，术前

应确认患者是否存在严重心动过缓，谨慎行静脉全麻。

综上所述，静脉麻醉缩短苏醒时间与拔管时间，

更少造成术中低血压、拔管期躁动，有利于术后苏

醒，可减少术后恶心呕吐发生，可能对老年手术患

者有利，但是静脉麻醉更容易造成心动过缓，慢性

心律失常患者需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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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睡眠具有直接的影响，频繁被唤醒会降低患者快速

动眼期睡眠、增多漫波睡眠，进而表现出睡眠障碍。

ASD 是急性心脑血管疾病、创伤、大型手术后常见的

精神并发症，患者以急性行为、情绪、认知改变为主

要临床表现。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 ASD 患者睡眠

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非 ASD 患者，且是其独立影响

因素。这个观点与刘霞等［10］报道一致，焦虑是住院

患者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症状，尤其是 ICU 内的危重

症患者，因存在对病情不确定感、自身不适症状、担

心拖累家人等而引发患者出现严重的焦虑症状，本研

究显示 SAS 评分＞ 50 分的具有明显焦虑情绪者睡眠

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 SAS 评分≤ 50 分的患者，提示

焦虑情绪的 ICU 患者睡眠障碍具有明显影响。主要原

因在于严重的焦虑情绪可能造成植物神经紊乱，使与

睡眠有关的大脑唤醒系统与催眠系统平衡被打破，唤

醒系统表现为过度兴奋状态，进而出现睡眠障碍［11］。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后续研究要

扩大样本，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ICU 患者睡眠质量较差，易出现睡

眠障碍，其睡眠受到疼痛程度、焦虑情绪、合并

ASD、夜间治疗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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