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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戊乙奎醚对老年膝关节置换手术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刘文娜1,陈志良1△,贺海丽2

(1.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麻醉科,邢台 0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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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术前静脉注射盐酸戊乙奎醚对老年膝关节置换术(TKA)患者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2014年3月至

2017年1月在翼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行单侧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12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60例。观察组于术前30min静脉给予盐酸戊乙奎醚0.01mg/kg,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观察对比手术前、手术

结束时、释放止血带5min时两组患者的氧合指数、静态肺顺应性(Cs)和动态肺顺应性(Cd)。结果:与手术前相比,两组患者

在手术结束、释放止血带5min时的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显著降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手术结束时的氧合指数明显升高,
手术结束和释放止血带5min时的Cs、Cd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老年膝关节置换手术前给

予盐酸戊乙奎醚有效改善患者围术期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保护肺功能,预防急性肺损伤的发生。
关键词 盐酸戊乙奎醚;膝关节置换术;老年人;呼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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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肺损伤(acutelunginjury,ALI)是膝关节

置换手术(totalkneearthroplasty,TKA)的严重并

发症之一[1],由各种因素导致的肺泡上皮细胞及毛

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引起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

肿,导致急性低氧性呼吸功能不全。ALI主要表现

为肺容积减少、肺顺应性降低、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严重者易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导致多器官

功能衰竭甚至死亡[2]。目前,胆碱能系统药物作为

ALI治疗药物在临床上已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以往

的抗胆碱能药物有显著的不良反应,限制其临床应

用。盐酸戊乙奎醚是一种新型的抗胆碱能药物,主
要选择性作用于 M1、M3和N1、N2受体,而对 M2受
体无明显作用。盐酸戊乙奎醚对中枢和外周均有很

强的抗胆碱作用,具有药效长、副作用较少的特

点[3]。本文通过观察120例拟行膝关节置换术的患

者围手术期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的变化,探讨盐酸

戊乙奎醚对患者肺功能的保护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3月至2017年1月

在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行择期单

侧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120例,病例纳入标准:(1)
年龄65~85岁;(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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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Ⅱ级,体重指数18~25kg/m2;(3)心脏彩超示

心脏射血分数(EF)≥50%;(4)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的患者。排除标准:(1)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者;(2)
伴有肝、肾功能异常及呼吸系统疾病者;(3)有明显

肺动脉高压者;(4)有精神分裂症或癫痫、帕金森疾

病史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6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1。
1.2 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常规禁食8h、禁饮4h
以上。术前30min,观察组静脉注射盐酸戊乙奎醚

(0.01mg/kg)2mL,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所

有患者入室常规检查血压、心率(HR)、血氧饱和度,
并在前臂静脉置入16号套管针并快速给予生理盐

水,速率为7mL/(kg·h)。麻醉诱导:咪达唑仑

0.05mg/kg、舒芬太尼4μg/kg、丙泊酚2mg/kg,

静脉注 射,患 者 入 睡 后 给 予 顺 苯 磺 酸 阿 曲 库 铵

3mg/kg静注,肌松后行气管插管,接麻醉机行机械

通气,潮气量设置为8~10mL/kg,呼吸频率12次/
min,吸入氧浓度65%,吸呼比1∶2,维持呼气末二

氧化碳分压4.66~5.99kPa。麻醉维持:瑞芬太尼

0.1~0.2μg/(kg·h),丙泊酚200~350mg/h,顺
苯磺酸阿曲库铵0.2~0.3mg/(kg·h),通过调整

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的输注速度来调整麻醉深度,维
持平均动脉压(MAP)、HR在基础值80%~120%。
麻醉期间若出现低血压(SBP≤11.97kPa)时静脉

注射麻黄碱5~10mg;心动过缓(HR≤55次/min)
时静脉注射阿托品0.5~1mg。术毕前30min停

止追加肌松麻醉药,单次静脉给予地佐辛10mg,术
毕停止丙泊酚和瑞芬太尼输注。达到常规拔管指征

后拔出气管导管,并面罩给予吸氧。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x±s)

组别 n 性别(男/女),n 年龄/岁 体重/kg 身高/cm
对照组 60 19/41 67.64±7.39 71.32±8.11 167.81±6.27
观察组 60 21/39 69.58±8.71 70.47±9.01 165.08±7.13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失血量/mL 输液量/mL 尿量/mL

对照组 60 101.28±15.57 257.38±55.26 1702.33±171.27 98.37±21.81
观察组 60 97.95±14.33 249.71±47.38 1691.87±188.31 104.08±19.31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手术开始前、手术结束即刻

和释放止血带5min后,采集桡动脉血1mL进行血

气分析,同时记录吸入氧浓度(FiO2)、潮气量(VT)、
气道压力最大值(Pmax)和最小值(Pmin)。按下列公

式计算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氧合指数=动脉血氧

分压(PaO2)/FiO2,肺顺应性=VT/(Pmax-Pmin)。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氧合指数 两组患者手术结束即刻和释放止

血带5min时的氧合指数较术前显著降低(P<

0.05),观察组手术结束即刻的氧合指数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2。

2.2 肺顺应性 相比于手术开始前,两组患者手术

结束即刻和释放止血带5min时的静态肺顺应性

(Cs)、动态肺顺应性(Cd)均显著降低(P<0.05);观
察组手术结束即刻和释放止血带5min时的Cs和

Cd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氧合指数比较(kPa,x±s)

组别 n 手术前
手术结
束即刻

释放止血
带5min后

对照组 60 61.04±3.7559.23±2.89# 58.42±4.24#

观察组 60 61.34±2.7260.25±2.59#*58.75±3.74#

  与手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肺顺应性比较(x±s)

组别 n
Cs/(mL/cmH2O) Cd/(mL/cmH2O)

手术前
手术结
束即刻

释放止血
带5min后

手术前
手术结
束即刻

释放止血
带5min后

对照组 60 168.14±15.27 142.71±19.11# 132.37±16.15# 218.29±15.49 161.04±18.41# 159.26±15.37#

观察组 60 171.11±14.35 157.27±21.87#*138.18±17.46#* 221.71±13.21 173.29±17.31#*164.28±12.15#*

  与手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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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TKA可引起组织损伤,在股骨扩髓、髓内定位

及安装骨水泥等操作过程中,将大量血液外组织因

子和脂肪组织带入静脉系统,进而引起肺内弥漫性

炎症细胞浸润,肺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肺血循环障

碍,从而导致ALI[4-5]。ALI主要表现为弥漫性肺泡

及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肺组织水肿及肺不张等病

理特征。肺部具有大量的 M1、M2、M3胆碱能受体。
以往研究发现阻断 M1胆碱受体可产生气道松弛效

果,这可能是通过抑制副交感神经节的神经传递来

达到的。气道炎症反应会导致 M2受体下调,气道收

缩反应明显加强[6-7]。目前临床上的治疗药物大多

为非选择性 M受体拮抗剂,可对 M2受体产生拮抗

作用,导致患者HR增加,加重心脏的负担。
  多数老年患者存在不同程度心脏收缩力减退、
心肌弹性降低和冠状动脉硬化等,其术前用药范围

(如阿托品)受到限制。而盐酸戊乙奎醚对心血管作

用不明显,对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的影响较弱,尤其适

用于老年患者。有研究表明,盐酸戊乙奎醚具有解

除小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以及细胞保护作用和调

节免疫功能,能够改善脑组织缺氧,纠正脑氧供需平

衡[8]。吴雷辉[9]研究显示,盐酸戊乙奎醚能显著抑

制唾液腺和呼吸道腺体的分泌,减少呼吸道分泌物

对肺部的感染。
  肺顺应性主要由肺泡表面张力、肺弹性阻力决

定,可较敏感地反映肺实质的病理改变。肺顺应性

的变化与肺功能呈明显相关关系,肺顺应性越小肺

功能越差。氧合指数可较准确地反映肺损伤的程

度,ALI时氧合指数≤39.9kPa[10-11]。本研究结果

发现,术前给予盐酸戊乙奎醚,观察组患者围术期氧

合指数和肺顺应性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均 P<
0.05)。表明盐酸戊乙奎醚可通过提高 TKA患者

的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显著降低患者ALI的发生

风险。ALI在分子水平上主要表现为多种炎性细胞

因子的激活和多种炎症介质的过度释放,在细胞水

平上主要表现为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性

细胞的过度聚集和浸润,导致氧自由基大量产生。
盐酸戊乙奎醚可以减少中性粒细胞在肺内的聚集,
抑制氧自由基生成,减轻肺泡上皮细胞损伤[12];另
一方面,其通过提高细胞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稳
定线粒体、溶酶体等细胞器的膜结构,减少溶酶体酶

的释放,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的产生,从而减轻

肺组织的损伤[13-14]。
  综上所述,老年TKA术前给予盐酸戊乙奎醚

可有效改善患者围术期氧合指数和肺顺应性,保护

肺功能,防止ALI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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