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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谵妄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武　强 、 郭晓迪 、 李荣强 、 李云靖

【摘要】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治疗对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术后谵妄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方法　通过单盲法将本院收治的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 87 例老年患者分为对照组（45 例）及实验组

（42 例），对照组麻醉前及手术过程中静脉泵注生理盐水，而实验组在麻醉前及手术过程中静脉泵

注右美托咪定。比较两组患者手术与恢复有关的指标、认知功能、炎症反应、术后谵妄发生情况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2 组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

（P> 0.05）；实验组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对照组

相比，实验组术后 6h 后 MMSE 评分明显升高，且 TNF-α、IL-18、CRP 等炎症因子水平均明显降低

（P< 0.05）；实验组术后谵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予

以右美托咪定干预，患者麻醉药物用量更少，苏醒时间更短，可减轻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利于

减少术后谵妄的发生，抑制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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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and inflamm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o-
tal hip replacement　　WU Qiang，GUO Xiaodi，LI Rongqiang，et al.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ebi City，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and in-

flamm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Methods　87 eld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45 cases）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42 cases）

by a single blind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travenous pumping saline before anesthesia and during the oper-

a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dexmedetomidine intravenously. The indicators related to surgery 

and recovery，cognitive function，inflammatory response，postoperative delirium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

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propofol dosage and recovery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MMS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

ter 6 hours after surgery，an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TNF-α，IL-18，and CRP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of dexmedetomidine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hip arthroplasty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anesthetic drugs and 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which can reduce the impact on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and inhibit inflammation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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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针对老年人髋部骨折的高效手

术术式，但因老年患者身体机能较差，手术风险较

高，容易引发炎症反应，导致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术后谵妄是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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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伴有意识及认知功能的障碍，临床主要表现为昼

轻夜重，意识清晰度下降，伴有幻觉及精神活动迟

缓等，谵妄的发生可能与麻醉诱导的血管舒张功能

及高代谢的炎症状态呈正相关，也与手术创伤的严

重程度有关，一旦出现不利于患者术后康复，因此

选用安全、有效麻醉方式对保障手术安全性尤为重

要［1］。右美托咪定具有特异性高及选择性高等优点，

不仅可有效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减弱手术过程中对

患者认知能力的损伤，也可有效降低炎症反应，对

心脑等重要脏器起到重要保护作用［2］。研究显示，

右美托咪定应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中可减少谵妄的

发生率，可防止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出现，但

目前对该结论仍存在一定争议［3］。基于此背景，本

研究对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予以右美托咪定干

预对其术后谵妄及炎症反应的影响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单盲法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

本院收治的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 87 例老年患者分为

对照组（45 例）及实验组（42 例），对照组中男 22 例，

女 23 例；年龄 60～75 岁，平均年龄（68.12±2.13）

岁；体质量 51～76kg，平均（58.63±2.03）kg；经

ASA 分级：Ⅰ级 29 例，Ⅱ级 16 例；其中左髋 20 例，

右髋 25 例。实验组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 61～75
岁，平均年龄（68.58±2.76）岁；体质量 50～78kg，

平均（58.59±2.10）kg；ASA 分级：Ⅰ级 27 例，Ⅱ级

15 例；其中左髋 19 例，右髋 23 例。两组基线资料对

比差异无意义（P>0.05），具有可对比性。

1.2　入选标准

1.2.1　纳入条件　①均符合《实用骨科学》［4］中

髋关节骨折诊断标准，并经临床症状、X 线、CT、病

史等检查确诊；②择期行全髋关节置换术；③患者及

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④年龄在 60-75 岁之间。

1.2.2　排除条件　①合并重要脏器病变者、恶

性肿瘤者；②合并严重高血压、高血糖或免疫系统疾

病患者；③患血液疾病或凝血系统异常患者；④对本

次使用麻醉药物过敏患者；⑤近期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或者安眠药的患者。

1.3　方法 

所有患者于术前完善相关检查，常规禁食、禁

饮；入室后开放上肢静脉通道，监测患者的麻醉深

度，实施左侧桡动脉穿刺置管操作，并常规实施右

颈内静脉穿刺置管，监测患者有创动脉压，并给予

常规心电图监测，时刻监测患者心率、血压以及血

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情况。

1.3.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在麻醉前及手术过程中，静脉泵注

0.9％生理盐水（国药准字 H32024744，规格：10ml：

90mg），麻醉诱导：咪达唑仑为 0.05-0.1mg/kg（国

药准字 H20143222，规格：2ml：10mg）、1 μg/kg 瑞

芬太尼（国药准字 H20143314，规格：20ml：0.1g）、

1～1 .5mg/kg 丙泊酚（国药准字 20163406，规格

10ml/0.2g）、0.2mg/kg 苯磺顺阿曲库铵（国药准字

H20060927，规格：5mg）静脉滴注后，应用呼吸囊

加压，通气 3min 后，置入喉罩进行机械通气，当

BIS 值不到 50 时，麻醉机参数设置：设置呼吸潮气

量为 6～8ml/kg，呼吸频率调整为 13 次 / 分，控制

PETCO2 在 30～40mmHg 之间，术中吸氧浓度维持在

100％。麻醉维持：给予 2～4mg/kg/h 丙泊酚与瑞芬

太尼（0.1-3 μg/kg/min）持续泵注，并依据情况适当

调整泵入速度，保持 BIS 值在 40-60 之间，术中可

间歇性予以苯磺顺阿曲库铵来维持肌松状态，术中

可根据患者情况酌情予以血管活性药物。结束手术

前 20min，停止给予瑞芬太尼与肌松药，且在缝皮时

停止使用丙泊酚；缝合皮肤后阶段性开启患者自控

静脉镇痛泵，药物配方为 2 μg/kg 舒芬太尼（国药准

字 H20054256，规格：50 μg）、10mg 托烷司琼（国药

准字 H20173339，规格：2ml：2mg）以及 0.9％ 100ml

生理盐水，将电子泵速度设定为 2ml/h，泵注时间调

整为 15min。手术完成后不再给予麻醉药物，当患者

恢复意识且循环稳定后，拔出气管导管，并予以面

罩吸氧 5～10min，将其送入麻醉恢复室继续观察。

1.3.2　实验组 

于麻醉诱导之前静脉泵注 0.5 μg/kg 的右美托咪

定（国药准字 H20183220，规格：1ml：0.1mg），持

续 15min，之后以 0.5 μg/kg/h 持续泵注，结束手术前

30min，停止用药。余同对照组。

1.4　评价指标 

（1）比较 2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丙泊酚

用量、苏醒时间等手术及麻醉恢复相关指标。（2）

对比 2 组认知功能：使用简易精神状况检查量表

（MMSE）对 2 组患者术前、术后 6h 的认知功能予以

评估，满分 30 分，MMSE 评分在 27-30 分，提示认

知功能正常，MMSE 评分＜ 27 分，提示认知功能障

碍。（3）记录并对比 2 组术后谵妄发生率：采用 1998
年修订的谵妄分级量表（DRS-R-98）评估患者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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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认知功能对比 

术 前 ， 2 组 M M S E 评 分 比 较 ，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术后 6h，实验组 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2组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术前 术后6h t P

对照组（n=45） 27.02±2.13 24.52±2.03 5.700 0.000

实验组（n=42） 27.51±2.09 26.51±2.16 2.156 0.034

t 1.082 4.430 - -

P 0.282 0.000 - -

2.3　术后谵妄发生率 

实验组术后谵妄发生率 7.14％（3/42）低于对照

组 24.44％（11/45）（P<0.05），见表 3。
表3　2组术后谵妄发生率对比n（％）

组别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合计

对照组（n=45）5（11.11） 3（6.67） 2（4.44） 1（2.22）11（24.44）

实验组（n=42） 2（4.76） 1（2.38） 0（0.00） 0（0.00） 3（7.14）

χ2 - - - - 4.816

P - - - - 0.028

2.4　炎症因子水平对比 

术 前 ， 2 组 炎 症 因 子 水 平 比 ，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实验组术后 6h，2 组 TNF-α、CRP、

IL-18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2.5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患者有 3 例出现恶心呕吐，2 例低血氧

症，1 例嗜睡，总发生率为 13.33％；实验组患者有 2
例出现恶心呕吐，1 例低血压，总发生率为 7.14％。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略低于对照组（χ2=0.354，

P=0.343）。

3　讨论

外科手术是老年骨折患者的常用治疗方案，可

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因老年患者身体机能发生退

化，手术创伤可能会导致高应激及炎症反应等，对

患者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5］。此外，全髋关节置

换术后谵妄发生率高，其使患者出现一定程度意识

缺陷，与术中电解质紊乱、缺血缺氧等具有一定联

系，增加患者死亡率［6］。因此，探寻安全有效麻醉

药物对降低患者并发症，促进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术后谵妄一般间歇性出现，以意识障碍为基础，

6h、12h、24h、48h 的谵妄发生率，其中包括 3 个

诊断条目及 13 个严重程度条目，满分 46 分，其中

严重程度最高分 39 分，总分及严重程度分界值分别

为 17.75 分、15.25 分，即总分≥ 18 分或严重程度分

≥ 15 分可明确为谵妄。（4）对比 2 组炎症因子水平：

采取患者术前、术后 6h 清晨空腹 4-5ml 肘部静脉

血，离心 15min，分离出血清，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

介素 -18（IL-18）数值；通过免疫比浊法检测患者 C

反应蛋白（CRP）数值。（5）记录并对比 2 组恶心呕

吐、嗜睡、低血压、低血氧症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对文中数据予以处理，计数资料

用 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x±s”表示，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丙泊酚用量、苏醒时

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手术与恢复相关指标比较（x±s）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丙泊酚用量（mg） 苏醒时间（min）

对照组（n=45） 85.12±1.16 421.02±50.32 128.45±9.30 8.32±0.98

实验组（n=42） 85.01±1.15 418.32±51.36 105.63±8.15 5.23±1.03

t 0.444 0.248 12.136 14.339

P 0.658 0.805 0.000 0.000

表4　2组炎症因子水平对比（x±ss，ng/L）

时间 组别 TNF-α CRP IL-18

术前 对照组（n=45）16.12±4.53 3.25±1.30 174.56±22.69

实验组（n=42）16.08±4.49 3.51±1.26 175.05±23.02

t 0.041 0.946 0.100

P 0.967 0.347 0.921

术后6h 对照组（n=45）60.23±9.31a 17.39±4.13a 278.69±10.60a

实验组（n=42）38.59±8.23a 10.98±2.60a 214.64±13.52a

t 11.454 8.592 24.679

P 0.000 0.000 0.000

注：与同组术前比，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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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常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等症状，会延长患者住院

时间，降低其生活质量［7］。目前关于术后谵妄的病

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研究认为，可能与急

性中枢性胆碱能缺失、炎性 IL-1 和 IL-6 释放增加致

使神经受损等因素有关，同时年龄、手术方式、合

并基础疾病、术后疼痛、麻醉药物及方法等均可能

是诱发谵妄的影响因素［8］。有研究显示，右美托咪

定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中，在预防术后谵妄方面能

发挥一定的价值，但尚未形成定论。右美托咪定是

具有高效选择性的α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可对

交感神经兴奋性产生抑制作用，降低心率、降低血

压，术前对患者泵入右美托咪定，在发挥镇静作用

的同时，还可降低对患者的呼吸抑制［9］。右美托咪

定属于美托咪定相应的活性右旋异构体，具有减轻

患者焦虑、增强镇痛、抗交感、镇静等作用，研究

显示，将其应用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可减少相

关麻醉用药，减少术后谵妄情况的发生。本研究中

结果表明，实验组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术后谵

妄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术后 6h，实验组认

知功能评分较对照组明显升高，提示右美托咪定应

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可减少丙泊酚等麻醉

药物的使用剂量，减少患者的苏醒时间，减弱损害

患者认知功能的程度，可高效减少术后谵妄情况的

发生。分析其原因在于，右美托咪定作用于脑干蓝

斑，通过激活核内 a2 肾上腺素，进而产生一定的镇

静镇痛、交感神经抑制及缓解焦虑等作用，可抑制

患者应激反应，减少术中麻醉药物使用，进而有利

于减轻对老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降低术后谵妄发

生率［10］。

血清 TNF-α、IL-18、CRP 均是炎症反映重要指

标，具有消灭靶细胞及加速细胞凋亡作用，其在局

部炎症反应及内皮细胞活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1］。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实验组患者 TNF-α、IL-18、

CRP 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右美托咪定能

够有效减弱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炎症程度。分析其

原因在于，手术创伤及应激反应可引起机体产生强

烈炎症反应，进而释放多种炎症因子，对神经元造

成一定影响，导致其发生退行性改变。右美托咪定

能发挥神经保护效果，其与肾上腺受体具有一定关

系，可抑制谷氨酸等释放，降低循环中儿茶酚胺水

平，提高相关神经营养因子表达，进而达到抑制炎

症反应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中实施

右美托咪定干预，患者的麻醉药物用量更少，患者

的苏醒时间更短，可减轻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显著降低术后谵妄发生率，抑制患者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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