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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复合七氟醚时地佐辛用于上腹部手术麻醉适宜剂量选择，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依据。方法：以 140 例择期行上腹部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各 35 例。于麻醉诱导前给予 8% 七氟醚，并按照组别分别给予 5 mL 生理盐水、
0.1 mg/kg、0.2 mg/kg 和 0.3 mg/kg 地佐辛，后静脉注射琥珀酰胆碱。比较各组患者最低肺泡有效浓度
（MAC）、应激反应及不良反应。结果 ：应用地佐辛能够有效降低七氟醚 MAC，各组患者可达到相同
麻醉深度。对照组术中 MAP、HR 变化较其他 3 组更为稳定，但其术毕即刻 MAP 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患者切皮后 30 min 至术毕即刻 Glu、Lac、Cor 均有所升高，对
照组升高最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中剂量组术中 MAP、HR 较高剂量组更为稳定，
两组患者术中 Glu、Lac、Co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高剂量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8.6%，显著
高于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应用地佐辛能够有效降低七氟醚 MAC 与术中
应激反应，将地佐辛剂量控制在 0.2 mg/kg，有助于在保证麻醉深度前提下降低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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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腹部手术对患者肌肉松弛度要求较高，故常

准，征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后，纳入此次研究。排

以全身麻醉保证麻醉平面位达到胸 2 ～胸 10 神经范

除标准 ：
（1）入组前 1 周内有镇静、镇痛类药物使用

围，使患者对手术刺激无明显应激反应 [1]。麻醉诱导

史。
（2）合并神经系统疾病或神经肌肉传导功能异常。

期及麻醉维持期应用气管插管往往导致机体处于高

（3）合并严重心、肺、肾等其他系统疾病。
（4）有酗

应激状态，可导致心脑血管功能紊乱、代谢紊乱等严

酒史或过度肥胖。（5）近期有呼吸道感染、胃食道反

重并发症发生，因此，选择合适麻醉药物是抑制应激

流、呼吸困难发病史。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

[2]

反应、保证手术效果前提 。七氟醚是一种吸入麻醉

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各 35 例。。

剂，具有最低肺泡有效浓度（MAC）小、血气分配

各组年龄、体重、身高、手术时间、性别、ASA 分

系数低、可控性强等优势，是上腹部手术理想麻醉

级、手术类型等指标比较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P

药物，但单纯应用七氟醚，患者麻醉苏醒期易出现躁

＞ 0.05），本研究具有可比性。

动。地佐辛是一种人工合成新型强效混合型阿片类受
体激动 - 拮抗剂，近年来，有学者应用复合七氟醚与
[3]

地佐辛进行麻醉诱导，取得了良好麻醉效果 。然而，

2
2.1

研究方法
药品与设备

目前关于地佐辛适宜剂量选择尚存在争议。为此，笔

乳酸钠林格氏液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规

者选取我院 140 例择期行上腹部手术患者实施前瞻性

格 500 mL。地佐辛 ：地佐辛注射液，扬子江药业集

对照研究，现将研究方法与结论报告如下。

团有限公司，规格 1 mL（5 mg）。七氟醚 ：上海恒瑞

1

一般资料
选 取 我 院 2012 年 8 月 至 2014 年 8 月 诊 治 140

例择期行上腹部手术患者，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医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120 mL。琥珀酰胆碱 ：商
品名司可林，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2 mL（100 mg）。麻醉机 ：荷兰德恩欧美达公司生产，
型号 Aestiva/57100。麻醉气体监测仪 ：荷兰飞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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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型号 1026B。实时肌松检测仪 ：荷兰欧佳

5.1

农公司生产，型号 TOF-Watch SX。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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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最低肺泡有效浓度及麻醉深度比较
中剂量组、高剂量组 MAC 显著高于低剂量组、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中剂量组

麻醉方法
术前禁食 8 h，入室后行常规心电图、血压、血

与高剂量组 MA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氧饱和度监测，建立静脉通路，静脉输注乳酸钠林格

0.05），各组患者 BI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氏液，剂量 10 mL/（kg ·h）。给予面罩吸氧，氧流量 0.1

＞ 0.05）。见表 1。

L/（kg ·h），使用麻醉气体监测仪对呼气末二氧化碳、

表1

七氟醚吸入浓度进行检测。

各组患者最低肺泡有效浓度及麻醉深度比较
MAC/%

组别

于麻醉诱导前按照患者组别分别给予 5 mL 生理

2.43

*&

95% CI

BIS

2.19 ～ 2.40

39.27±9.81

盐水、0.1 mg/kg、0.2 mg/kg 和 0.3 mg/kg 地佐辛（溶

低剂量组

1.78*&

1.52 ～ 2.13

38.55±10.04

于 5 mL 生理盐水中），静脉注射。给予 8% 七氟醚，

中剂量组

1.42#

1.20 ～ 1.63

38.32±9.39

氧流量 6 ～ 8 L/min，保持呼气末七氟醚浓度维持在

高剂量组

1.39*#

0.95 ～ 1.55

39.15±9.04

对照组

[4]

3%，持续 2 min 。后静脉注射琥珀酰胆碱，剂量 0.15

注：
（1）MAC ：最低肺泡有效浓度 ；95% CI ：95% 可信区间 ；

mg/kg。待患者肌颤消失后，连接麻醉机，行气管插

BIS ：脑电双频指数。（2）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与低剂量组

管机械通气，通气参数 ：氧流量 1 ～ 2 L/min，潮气

比较，#P ＜ 0.05 ；与中剂量组比较，&P ＜ 0.05。

量 8 ～ 10 mL/kg，频率 10 ～ 12 次 /min，吸呼比 1 ：2，

5.2

各组应激反应比较
对照组术中 MAP、HR 变化较其他 3 组更为稳

呼气末二氧化碳 35 ～ 45 mmHg。
将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患

定，但其术毕即刻 MAP 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差异有

者七氟醚呼气末浓度分别设定为 3.0%、2.6%、2% 及

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患者切皮后 30 min 至

1.8%，于 10 min 内将七氟醚呼气末浓度调整至上述

术毕即刻 Glu、Lac、Cor 均有所升高，对照组升高最

[5]

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中剂量组

水平 ，稳定 15 min 以上切皮。

3
3.1

术中 MAP、HR 较高剂量组更为稳定，两组患者术

观察指标

中 Glu、Lac、Co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最低肺泡有效浓度及麻醉深度
各组患者按照序贯法接受手术，若上例患者术

中出现体动，则下一例患者七氟醚呼气末浓度上调

表2
指标

20%，反之则下调 20%。至交叉点≥ 6 时，取其平均
值作为该组抑制 50% 患者切皮诱发体动 MAC [6]，并

MAP

对其 95% 可信区间（95% CI）进行计算。以脑电双

/mmHg

频指数（BIS）代表各组患者麻醉深度，进行比较。

各组患者应激反应比较（x±s）

组别

麻醉诱导前

麻醉后即刻

切皮时

对照组

93.17±5.38

101.29±23.51&

82.91±18.05&

低剂量组 101.28±10.62 89.71±16.33*#

65.39±8.25*#

#

83.55±16.64

*#&

58.52±11.37*#&

中剂量组

92.35±9.97

88.36±15.29

高剂量组

91.40±9.15

对照组

94.27±17.71

86.33±15.60

71.52±11.39*

低剂量组

93.39±16.50

85.29±14.36

69.61±10.50*

（次 /min） 中剂量组

91.33±11.58

81.29±11.26*#

68.63±12.93*

高剂量组

91.39±12.81

*#&

60.39±7.26*#&

对照组

5.67±0.49

5.52±0.63

5.31±0.86*

低剂量组

5.62±0.39

5.41±0.37

5.37±0.28#

（mmol/L） 中剂量组

5.52±0.41

5.63±0.69

5.39±0.35#

后恶心、呕吐、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高剂量组

5.53±0.48

5.61±0.65

5.40±0.32#

对照组

1.03±0.29

1.05±0.31

1.12±0.26

4

低剂量组

1.06±0.25

1.07±0.28

1.09±0.23

（mmol/L） 中剂量组

1.02±0.20

1.11±0.26

1.05±0.18

计数资料以（n/%）表示，并采用 c 检验，计量资

高剂量组

1.17±0.26

1.09±0.35

1.12±0.28

料以（x±s）表示，并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

对照组

429.3±180.3

342.2±126.7*

286.8±127.6*

低剂量组

420.9±175.4

350.8±129.9*

303.6±105.8*#

（nmol/L） 中剂量组

449.6±150.3

471.8±81.7

#&

420.9±68.5#&

高剂量组

453.2±160.9

482.9±82.7#&

422.8±69.5#&

3.2

应激反应
记录各组患者麻醉诱导前、麻醉后即刻、切皮时、

切皮后 30 min、术毕即刻平均动脉压（MAP）、心率

HR/

（HR）、末梢血糖（Glu）、乳酸（Lac）及皮质醇（Cor）
浓度，比较其应激反应水平。
3.3

不良反应

Glu/

记录各组患者麻醉期间心动过缓、低血压及术

统计学分析

Lac/

对本临床研究所有数据采用 SPSS18.0 进行分析，
2

α=0.05，以 P ＜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以 P ＜ 0.01
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5
20

结果

Cor/

68.31±11.96

72.3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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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该结果表明，地佐辛能够在确保麻醉深

续表
指标

MAP
/mmHg

组别

&

度前提下，有效降低七氟醚 MAC，避免高浓度七氟

术毕即刻
*&

对照组

86.53±11.96

低剂量组

78.27±12.96*#

115.28±15.57*#

中剂量组

&

85.27±10.28

#&

高剂量组

59.71±10.62*#&

对照组
HR/

切皮后 30 min

低剂量组

（次 /min）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对照组

96.39±10.52

全麻缺陷在于无法全面阻滞交感、躯体神经传
入，往往使患者出现较强应激反应，对术中操作、术

98.51±11.64#&

后恢复均可造成明显影响。因此，在保证麻醉深度

*

89.72±10.61

前提下，更为有效地抑制患者应激反应是改善其预

*

90.52±16.61

后重中之重。七氟醚较其他常用静脉麻醉药物而言，

*

95.31±8.99

抑制应激反应效果不够理想 [10]。本研究对照组患者

94.30±12.58

MAP、HR 变化更为平稳，但与其他各组相比，Glu、

77.36±10.51

75.91±10.63
75.91±11.26

139.24±16.63

醚对呼吸中枢、心脏迷走神经影响 [9]。

72.98±9.57*#&
*&

6.77±0.79

9.26±1.35

*&

Lac、Cor 水平波动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5.81±0.56

7.29±1.16

＜ 0.05），印证了上述结论，并提示应激反应存在、

（mmol/L） 中剂量组

5.48±0.40#&

6.71±0.83*#&

麻醉苏醒期躁动明显。应用低剂量地佐辛对这一应激

高剂量组

#&

*#&

反应无明显改善效果，中、高剂量地佐辛使得患者机

1.04±0.35

1.76±0.73*&

体 Glu、Lac、Cor 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可能与地佐

*#

Glu/

低剂量组

对照组

#

5.44±0.39

6.68±0.76

低剂量组

1.14±0.29

1.35±0.71

辛抑制交感 - 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增强手术区域痛

（mmol/L） 中剂量组

1.16±0.24

1.10±0.25#&

觉传入阻断效果有关，这对减轻术中应激反应及术后

高剂量组

1.08±0.35

1.08±0.28#&

炎性反应均具有积极意义。

Lac/

*

*&

地佐辛一方面可通过激动 κ 受体，增强七氟醚

对照组

550.9±90.3

792.9±163.7

低剂量组

568.9±97.1*

606.9±180.2*#

镇痛、镇静效果，另一方面，地佐辛还可部分阻断

（nmol/L） 中剂量组

400.8±71.4#&

526.9±174.7*#&

μ 受体，起到兴奋心血管、增强平滑肌张力作用，

高剂量组

#&

545.8±182.3*#&

有助于降低围术期心动过缓、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

Cor/

394.2±71.9

注：
（1）MAP ：平均动脉压 ；HR ：心率 ；Glu ：末梢血糖 ；

率 [11]。然而，本研究发现，高剂量组不良反应发生

Lac ：乳酸 ；Cor ：皮质醇。（2）与组内麻醉诱导前比较，P ＜ 0.05 ；

率显著高于其他各组，考虑与高剂量地佐辛激活 Gi

与对照组同时期比较，#P ＜ 0.05 ；与低剂量组比较，&P ＜ 0.05。

蛋白后，对钙通道阻滞作用及对中枢神经系统敏化降

5.3

各组不良反应比较

低作用过强有关，可能引发严重心血管抑制与药物蓄

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积作用，安全性有待商榷 [12]。故以 0.2 mg/kg 地佐辛

*

分别为 22.9%、28.6%、22.9%，三组不良反应发生

复合七氟醚实施麻醉诱导方为理想药物剂量。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高剂量组
心动过缓 8 例，低血压 16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8.6%，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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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 Xia Q, Li W.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dezocine,

by etomidate[J]. Journal of anesthesia, 2014, 28(6): 944-947.
[5]

安礼俊 , 张宙新 , 胡伟 , 等 . 地佐辛对瑞芬太尼复合七氟醚

了上述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可以发现，随着地

麻醉苏醒期躁动影响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佐辛剂量增加，七氟醚 MAC 逐渐降低，且中、高剂

2011, 31(7): 1036-1039.

量地佐辛对 MAC 影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患者 BIS 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6]

Wan Q, Xu L, Bo Y.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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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胶母细胞瘤（Ⅳ级）统称为恶性胶质瘤，在所有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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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瘤中占 77.5% 左右 。恶性胶质瘤一般预后不佳，

也表明，TMZ 可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提高生存率，

生存期在 1-3 年左右，治疗原则以手术为主，术后辅

改善生存质量，但大多数患者因为 TMZ 耐药短期内

助放疗、化疗等综合治疗可提高局部控制率及远期生

复发，导致治疗失败，有文献报道 MGMT 表达阳性

存率 [5]。

可能是恶性脑胶瘤 TMZ 耐药一个重要原因 [10]。未来

替莫唑胺为第二代咪唑并四嗪类烷化剂，在体
循环生理条件和碱性 pH 状态下，迅速转化为活性产

仍需进一步研究，选择更加有效用药方法，提高恶性
胶质瘤疗效。

物 MTIC，发挥细胞毒作用。由于其分子量小，亲脂
参

性强，易于通过血脑屏障，且脑瘤较周边组织内有更
高碱性 pH 值，故该药激活能相对集中发生于肿瘤部
位，因此具有抗肿瘤活性。
TMZ 还有放射增敏作用，具体增敏机制众说纷

[2]

纭。有报道称 TMZ 可使肿瘤细胞周期停滞于 G2/M
期，而放疗对 G2/M 期细胞最为敏感，产生放疗增敏 [6] ；

[3]

也有报道称其作用机制是导致有丝分裂死亡增加，而
不是促进细胞凋亡或细胞周期转折激活，与 6- 甲基

[4]

[7]

鸟嘌呤 DNA 甲基转移酶 (MGMT) 活性无关 。
多项文献报道放疗联合 TMZ 治疗恶性胶质瘤较
单纯放疗可以明显提高生存率和中位复发时间 [8]。在

[5]
[6]

本研究中，对照组和观察组中位生存时间及中位复
发时间分别为 14.78 个月、20.42 个月和 20.69 个月、
26.44 个月，与文献结论类似。观察组消化道、肝肾
功能异常及骨髓抑制反应有所增加，对症处理后均好
转。不良反应虽有所增加，但均可耐受。放疗中同步
TMZ+6 周期 TMZ 化疗与放疗中同步 TMZ 比较，不
仅可以提高近期局控，而且可以明显延长复发时间
及生存时间，而不良反应未见明显增加，这与前述

[7]
[8]

[9]

TMZ 不仅有抗肿瘤作用，也有放疗增敏作用相一致。
故在临床中我们建议放疗同步 TMZ 治疗恶性胶质瘤，
且放疗中同步 TMZ 治疗后，再尽量完成 6 周期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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