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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瑞昔布钠联合舒芬太尼对老年骨科术后患者认知功能及炎性反应的影响

付　刚 

【摘要】目的　探讨帕瑞昔布钠联合舒芬太尼对老年骨科术后患者认知功能及炎性反应的影

响。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采用舒芬太尼常规麻醉，观察组 50 例患者在对

照组基础上联合帕瑞昔布钠。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3h、24h、3d 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水平，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估两组患者术前、

术后 3h、24h、3d 的认知功能，并比较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结果　（1）术后 3h、24h、3d 时两组

患者血清 TNF-α、IL-6 水平均高于术前，观察组患者术后 3h、24h 血清 TNF-α、IL-6 水平均低于

对照组（P< 0.05），术后 3d 两组患者血清 TNF-α、IL-6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

术后 3h、24h、3d 时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均低于术前（P< 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3h、24h 时 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术后 3d 两组患者 MMSE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3）观

察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8.00％，低于对照组的 24.00％（χ2=5.762，P= 0.016）。结论　帕

瑞昔布钠联合舒芬太尼能降低老年骨科术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并降低术后早期炎性反应程

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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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ecoxib sodium combined with sufentanil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FU Gang. Anesthesia Department of the 83 Army Hospit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arecoxib sodium combined with sufentanil on cognitive func-

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received routine sufentanil anesthesia，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50 cases）received combined with parecoxib sodium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Serum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and interleukin 6（IL-6）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3h，24h and 

3d after surgery were compare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3h，24h and 3d after surgery 

was evaluated by MMSE，and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was compared. Results　（1）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and IL-6 in the two groups at 3h，24h and 3d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and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and IL-6 in observation group at 3h and 24h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TNF-α and IL-6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 days after surgery（P>0.05）. （2）The MMS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t 3h，24h and 3d after surgery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P<0.05）. MMSE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t 

3h and 24h after surgery（P<0.05），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MS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3h after surgery（P>0.05）. （3）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00％，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4.00％）（χ2=5.762，P =0.016）. Conclusion　Parecoxib sodium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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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认知功能障碍多指外科手术患者在全

麻手术后发生的以记忆、执行、信息处理等能力减

退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类综合征，也是全麻手术后常

见的并发症，报道称与患者年龄、手术时间等具有

密切联系。老年群体由于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影响，

各类骨折发生率较高，加之关节炎等疾病使其成为

骨科主要的手术对象之一，同时也是术后认知功能

障碍发生的高危群体［1］。江杰等［2］报道显示，老年

髋关节置换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27.8％，且

增加患者治疗费用以及住院时间，部分可能出现持

续的认知功能减退，严重者甚至进展为痴呆。有学

者认为，术后疼痛可造成人体内源性炎性因子释放，

兴奋交感神经，过度的应激以及炎性反应可加剧认

知功能减退［3］。帕瑞昔布钠属于一类非甾体抗炎药

环氧合酶－2（COX－2）抑制剂，对 COX－2 具有

特异性抑制作用，有助于降低炎症性疼痛，因此可

能通过减轻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降低认知功能

障碍风险［4］。本研究纳入 100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

旨在探讨帕瑞昔布钠联合舒芬太尼对老年骨科术后

患者认知功能及炎性反应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收

治的 100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纳入标准：年龄＞

60 岁；因骨折或骨关节炎等接受全麻手术治疗；美国

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为Ⅰ - Ⅱ级；术前认知功

能正常；无严重脑血管、精神疾病等影响认知功能

的疾病。排除标准：对既定使用药物有过敏史者；合

并全身感染性疾病者；术前有非甾体抗炎药、阿片

类等药物服用史者；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神经阻滞者。

本研究征得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对照组与观察组。观察组 50 例患者，男 22
例，女 28 例；年龄 62～78 岁，平均（68.89±5.56）

岁；创伤性骨折 12 例，病理性骨折 10 例，骨关节炎

症 14 例；退行性病变 8 例，其他 6 例；美国麻醉医师

协会（ASA）分级Ⅰ级 28 例，Ⅱ级 22 例；对照组 50
例患者，男 20 例，女 30 例；年龄 61～79 岁，平均

（67.86±5.50）岁；创伤性骨折 14 例，病理性骨折

12 例，骨关节炎症 14 例；退行性病变 6 例，其他 4

例；ASA 分级Ⅰ级 29 例，Ⅱ级 21 例。两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外周静脉开放，依次静注依托咪酯

（0.3 mg/ kg）、舒芬太尼（0.2 μg/ kg）以及罗库溴铵

（0.6 mg/ kg）诱导，诱导后置入喉罩通气，听诊法及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明确导管位置。插管后连接麻醉

机进行呼吸控制，双肺通气参数：VT 6-8 ml/ kg，维

持二氧化碳分压在 40mmHg，频率 12 次 /min，吸呼

比 1∶2。随后观察组静滴 40mg 帕瑞昔布钠（氯化钠

注射液稀释至 5 ml），对照组静滴 5 ml 氯化钠注射液。

持续吸入七氟醚进行麻醉维持，麻醉深度维持在脑

电双频指数 40～50。静注顺式阿曲库铵维持肌松，

静脉泵入瑞芬太尼 0.1～0.3 μg/（kg·min），保持血流

动力学稳定。插管后给 100％氧气，氧饱和度维持

在 > 95％水平。手术结束暂停七氟醚及瑞芬太尼。

拔管后常规静脉自控镇痛泵（PCIA）：镇痛。潮气量

6-8 毫升公斤。

1.3　观察指标

（1）术前、术后 3h、24h、3d 抽取静脉血，分

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

水平；（2）术前、术后 3h、24h、3d 采用简易智力状

态检查量表（MMSE）［5］评估患者认知功能，包括时

间、地点、即刻记忆、延迟记忆、注意力和计算力、

语言及视觉空间等 7 项总分 30 分，分数＜ 27 分即可

判定为认知功能障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

用 t 检验以及重复方差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血清 TNF-α、IL-6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h、24h、3d 时两组患

者血清 TNF-α、IL-6 水平均高于术前，但术后血清

TNF-α、IL-6 水平逐渐降低；观察组患者术后 3h、

24h 血清 TNF-α、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

bined with sufentani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early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Parecoxib sodium；Sufentanil；Old age；Orthopedic surgery；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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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3d 两组患者血清 TNF-α、IL-6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pg/ml）

组别 n 指标 术前 术后3h 术后24h 术后3d

观察组 50 TNF-α11.28±3.34 22.13±4.28a* 16.89±3.39ab* 13.49±2.03abc

IL-6 12.10±3.02 54.12±8.23a* 32.18±4.36ab* 16.29±4.04abc

对照组 50 TNF-α12.24±3.80 28.72±4.40a 19.86±4.89ab 14.14±2.13abc

IL-6 12.26±3.26 69.76±8.78a 39.65±4.89ab 17.05±4.10abc

注：与术前比较a P<0.05，与术后3h比较 b P<0.05，与术后

24h比较c 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MMSE 评分及认知功能

障碍发生率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 3h、24h、3d 时两组患者 MMSE

评分均低于术前（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3h、

24h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 3d 两组

患者 MMSE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观察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8.00％，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 24.00％（χ2=5.762，P=0.016）。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术前 术后3h 术后24h 术后3d

观察组 50 29.27±0.30 27.89±0.80a 28.24±0.56ab 28.84±0.33abc

对照组 50 29.30±0.28 27.45±0.76 28.02±0.48ab 28.78±0.29abc

t 0.517 2.820 2.109 0.966

P 0.606 0.036 0.038 0.337

注：与术前比较a P<0.05，与术后3h比较 b P<0.05，与术后

24h比较c P<0.05。

3　讨论

老年骨科手术类型主要有脊柱退行性疾病、骨

质疏松性骨折、髋关节炎、膝关节炎等，具有手术

时间长、创伤大等特点，术后易发生认知功能障碍。

报道称，高龄是全麻手术术后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且随着年龄的增加风险逐渐上升，

70 岁以上群体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14％～48％，

且其中 5％以上的患者具有潜在的痴呆风险［6］。术后

疼痛可促进内源性炎性因子释放，交感神经受刺激

而兴奋，过度应激以及炎症可诱发并增加认知功能

障碍发生风险；对此有学者提出通过减轻中枢神经系

统的炎症反应降低认知功能障碍风险的观点［7］。传

统麻醉药物舒芬太尼镇痛强度大，是较为常用的药

物，但单用舒芬太尼术后认知功能障碍预防以及炎

症反应控制效果较为局限。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舒芬太尼常规麻醉的对

照组患者认知功能发生率为 24.00％，与既往报道

一致，提示舒芬太尼无法有效预防术后认知功能障

碍。舒芬太尼经血脑屏障主要作用在外周神经、大

脑皮层的 μ 阿片受体，镇痛作用优良，在肝内生物

转化并经肾脏排出体外［8］。本研究观察组联合运用

帕瑞昔布钠，结果显示其术后 3h、24h MMSE 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说明帕瑞昔布钠能够有效预防老年

骨科术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帕瑞昔布钠属于一类

对 COX-2 具有抑制效果的非甾体抗炎药，进入体

内被肝脏水解成具有强效镇痛效应的伐地昔布，对

COX-2 进行特异性抑制，对花生四烯酸向前列腺素

的转化起到阻断作用，发挥抗炎镇痛效果［9］。关于

帕瑞昔布钠对认知功能障碍的预防作用主要有以下

观点，有学者认为帕瑞昔布钠在镇痛时，还能通过

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起到降低认知功能损

害的效果［9］。例如海马与学习、记忆能力具有密切

联系，动物实验证实，炎症刺激可损伤海马神经元，

进而造成认知功能损害，因此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

炎症反应对预防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具有积极作用［10］。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 3h、24h 血清 TNF-α、

IL-6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也与上述观点

相符，术后 3d 组间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主要原因在于帕瑞昔布钠进入体内

后 2 h 内达到峰效应，作用时间可达 12 h，术后 3d

时药物作用较低。另有动物试验结果显示，帕瑞昔

布钠能对大鼠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产生保护作用，

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高龄者，可能减轻脑缺血再

灌注后的炎性反应产生一定的脑保护作用，但这一

观点尚未在人体中得到证实，有待进一步验证［12］。

综上所述，帕瑞昔布钠联合舒芬太尼能显著降

低老年骨科术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并降低

术后早期炎性反应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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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音神经性听力受损，进而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加

重患者痛苦程度。VM 疾病具有反复发作且次数多、

病程长等特点，促使患者多次住院治疗，造成其身心

负担加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进而引发患者焦虑抑

郁的产生 。本文分析得出发作次数越多、病程越长

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与程远玲研究相一致［10］。患者

文化程度越高，心理焦虑抑郁程度越高随之升高，其

原因可能为：文化程度相对低的患者，其认知水平和

理解能力较低；而文化程度高的患者知识了解面较为

广泛，对疾病、治疗方案具有强烈求知欲，对疾病病

变过程理解能力较强，但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理论知

识，进而产生矛盾、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延缓病

情转归；因此医护人员应多于患者沟通交流，向患者

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鼓励其参与疾病管理，提高患

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避免错误认知加重焦虑抑郁情

绪［11］。最后从社会因素分析，患者劳动力丧失和治疗

期间费用对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带来较大经济负担，

患者难以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进而使 VM 患者产生

焦虑抑郁负面情绪，有文献证实获得公费治疗的 VM

患者患抑郁发生率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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