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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考酮的不同作用时间对全麻气管插管应激反应的影响

唐 林1,骆传方1△,杨 义1,贺海丽2

(1.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麻醉科,北京 100069;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麻醉科,北京 100069)

摘要 目的:观察在全麻气管插管时羟考酮的不同作用时间对气管插管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选择择期行全身麻醉的妇科

和普外科手术患者9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组、B组和C组,每组30例。所有患者均在羟考酮0.15mg/kg,咪达唑仑

0.05mg/kg,丙泊酚1.5mg/kg和顺式阿曲库铵0.15mg/kg下行气管插管,A组、B组和C组分别在羟考酮给予3min、

4min和5min后执行气管插管。分别记录3组全身麻醉诱导前(T0)、插管前1min(T1)、插管后即刻(T2)、插管后1min
(T3)、5min(T4)的平均动脉压(MAP)和心率(HR),以及诱导过程中呛咳、体动等不良反应。结果:与T0时相比,T2时A组

和B组的 MAP和 HR明显升高(P<0.05),而C组则无明显变化(P>0.05);T3时,B组和C组的 MAP和 HR降低至基础

水平,而A组依然明显高于基础值(P<0.05)。与A组和B组相比,C组呛咳反应的发生率明显减少(P<0.05),而B组和C
组的体动反应的发生率明显少于A组(P<0.05)。结论:在使用羟考酮进行气管插管时,选择给予羟考酮5min后再行气管

插管更有利于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平稳,能有效减少气管插管引起的应激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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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考酮是唯一的一种μ、κ受体双重激动剂,与

μ受体亲和力不高,但与κ受体结合高,而发挥独特

的镇痛作用[1-3]。羟考酮常用于全身麻醉的气管插

管[4-5],但目前尚无对羟考酮作用时间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通过对比羟考酮不同作用时间对全麻患

者气管插管应激反应的影响,探讨羟考酮的合理作

用时间,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

在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手术的患者

90例(妇科、骨科或普外科手术),年龄18~52岁,
体重45~77kg,ASA分级Ⅰ或Ⅱ级,无药物过敏

史,无严重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史,无长期应用阿

片类药物史。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组、B组和C

组,每组30例。3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和身高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
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30)

组别 性别
(男/女),n

年龄/岁,
x±s

体重/kg,
x±s

身高/cm,
x±s

A组 7/23 41±7 71±12 167±9
B组 10/20 43±8 69±14 166±7
C组 9/21 39±7 67±14 168±11

1.2 麻醉方法 患者常规禁食禁水,入室后监测平

均动脉压(MAP)、心率(HR)、血氧饱和度(SpO2)及
心电图(ECG),开放外周静脉通路,静脉输注乳酸钠

林格氏液7mL/kg,之后以10mL/(kg·h)速度输

注。麻醉诱导参考李志高等[5]方法:所有患者均给

予盐酸羟考酮注射液(Napp公司,批号:BM201)

0.15mg/kg,注射完毕后A组、B组和C组均给予

咪达唑仑0.05mg/kg,丙泊酚1.5mg/kg和顺式阿

曲库铵0.15mg/kg,用时1min。之后A组、B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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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分别在羟考酮作用后3min、4min和5min后

行气管插管。术中以丙泊酚、顺式阿曲库铵和瑞芬

太尼维持麻醉。术毕前30min停用顺式阿曲库铵,
术毕前15min给予羟考酮0.07mg/kg。当收缩压

低于11.97kPa时静脉注射甲氧明,HR低于55次/

min时静脉注射阿托品0.3mg;术毕停用所有麻醉

药物,待患者自主呼吸恢复后静脉给予阿托品1mg
和新斯的明2mg拮抗残余肌松药的作用,术后拔管

送入病房或转入麻醉恢复室(PACU)进一步观察。

1.3 观察指标 记录诱导前(T0)、插管前1min
(T1)、插管后即刻(T2)、插管后1min(T3)、5min
(T4)的 MAP和HR,以及诱导过程中呛咳、体动等

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 进 行 统 计 分 析,计 量 资 料 以 均 数±标 准 差

(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

时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

的比较采用Fisher’s确切概率法,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组患者气管插管前、后血流动力学比较 T0
时,3组间的 MAP和 HR基础值无明显差异(P>
0.05);T2时,A组和B组的 MAP和 HR与T0时

相比明显升高(P<0.05),而C组则无明显变化(P
>0.05);B组和C组的 MAP和 HR在T3时降低

至基础水平,而 A 组依然明显高于基础值(P<
0.05)。在气管插管1min后B组和C组的 MAP
和HR相比A组明显降低(P<0.05),见表2。

2.2 3组患者呛咳和体动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与

A组和B组相比,C组的呛咳反应发生率明显减少

(P<0.05),且B组和C组的体动反应发生率明显

少于A组(P<0.05),见表3。

表2 3组患者气管插管前、后血流动力学比较(n=30,x±s)

指标 组别 T0 T1 T2 T3 T4
MAP/kPa A组 11.94±1.48 9.19±1.48 15.00±2.28* 14.31±1.90* 10.82±1.25

B组 12.12±1.62 8.94±1.35 14.78±2.18* 12.26±2.04# 11.05±1.90
C组 12.28±1.94 9.65±1.24 13.10±1.70#★ 11.35±1.63# 11.24±1.67

HR/(次/min) A组 73.25±7.61 62.12±9.56 97.76±13.17* 85.31±13.51* 71.72±9.88
B组 75.68±9.76 67.07±7.35 88.21±10.53*# 81.26±11.89# 76.24±9.81
C组 76.75±10.02 68.06±7.22 81.18±11.29#★ 77.57±10.71# 71.81±6.89

    与T0比较,*P<0.05;与A组比较,#P<0.05;与B组比较,★P<0.05。

    表3 3组患者呛咳和体动反应发生率比较

[n=30,n(%)]

组别 呛咳反应 体动反应

A组 12.0(40.0) 15.0(50.0)

B组 7.0(23.3) 6.0(20.0)#

C组 0.0(0)#★ 1.0(3.3)#

  与A组比较,#P<0.05;与B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气管内插管是全身麻醉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

环节,若麻醉深度不适当,可诱发血压升高、心率增

快,甚至心律失常。临床常用阿片类药物来抑制插

管过程中的心血管反应,羟考酮作为阿片类药物也

常用于气管插管的麻醉诱导。羟考酮是临床上唯一

可以使用的阿片类双受体激动剂,它通过激动中枢

神经系统以及平滑肌的μ、κ双受体起作用,而非阿

片类药物氯胺酮的最新研究也显示它对κ受体起到

激动,而对μ受体主要起拮抗作用[6]。因此,相比氯

胺酮和其它阿片类药物羟考酮对内脏痛具有更好的

镇痛效果[7-8],而且相比其它阿片类药物具有较少的

胸壁僵直等不良反应。此外,羟考酮还可以完全抑

制静脉注射依托咪酯所致的肌阵挛[9],以上研究显

示了羟考酮在气管插管过程中相比其它阿片类药物

具其独特的优势。

  以往研究表明,羟考酮用于全身麻醉诱导气管

插管的适宜剂量分别是0.15mg/kg、0.20mg/kg、
和0.25mg/kg[10-12],其适宜剂量差异较大,这可能

与给予羟考酮后选择气管插管时机的不同有关,即
在执行气管插管时羟考酮处在不同的血药浓度有

关。比如戴转云等[13]在给予羟考酮3min后执行气

管插管,研究结果认为羟考酮用于气管插管时的适

宜剂量为0.20mg/kg,而谢柏年等[14]在给予羟考酮

4min后执行气管插管,结果认为羟考酮用于气管插

管时的适宜剂量为0.15mg/kg。可见随着给予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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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酮作用时间的延长,气管插管所需要的剂量降低。
因此,本研究设计了3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气管插

管,结果发现,相比A组(羟考酮作用时间3min)和
B组(羟考酮作用时间4min),C组(羟考酮作用时

间5min)T2时刻的血流动力学最为稳定,这可能与

羟考酮的作用峰值在给药后4~5min出现有关[15],

A组和B组在执行气管插管时羟强考酮的作用峰值

并没有出现,而C组在执行气管插管时已经接近或

达到其作用峰值,从而充分发挥了羟考酮的镇痛作

用。因此,选择强考酮作用峰值时刻进行气管插管

将能有效的降低羟考酮的所需剂量,毕竟阿片类药

物的不良反应均有剂量依赖性。

  本研究为了更好地观察3组的镇痛作用,在全

身麻醉诱导时选择了相同的诱导药物和诱导时间,
即3组在执行气管插管时给予的咪达唑仑、丙泊酚

和顺式阿曲库铵的时间是相同的,从而尽量避免其

它干扰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C组的呛咳反应明

显少于A组和B组(P<0.05),B组和C组的体动

反应发生率亦明显低于A组(P<0.05)。提示羟考

酮给药时间越接近作用峰值其镇痛作用越好,越能

减少患者插管时的应激反应发生。

  综上所述,使用羟考酮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

时,不仅要考虑适宜剂量也要考虑羟考酮的作用时

间。本研究认为,在羟考酮给予5min后进行气管

插管更有利于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平稳,能有效降

低气管插管所引起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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