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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对小儿七氟醚麻醉术后恶心呕吐及躁动的影响
倪欢欢袁何 亮袁杨玉玲袁陈惠裕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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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员员冤

目的院比较右美托咪定和氯胺酮对小儿七氟醚麻醉术后恶心呕吐与躁动的影响遥 方法院择期行疝囊高位结扎术的患

儿 怨圆 例袁随机分为氯胺酮组渊运 组冤和右美托咪定组渊阅 组冤袁每组 源远 例遥 入室后 运 组静注氯胺酮 员援园 皂早 辕 噪早袁阅 组静脉泵入右美

托咪定 员援园 滋早 辕 噪早袁入睡后七氟醚诱导及术中维持遥 分别记录麻醉前渊栽园冤尧手术开始后 缘 皂蚤灶渊栽员冤尧手术结束时渊栽圆冤的心率渊澡藻葬则贼
则葬贼藻袁匀砸冤尧氧饱和度渊杂责韵圆冤曰观察并记录术中体动发生率尧苏醒时间及恢复室停留时间尧恶心呕吐尧躁动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及
出恢复室的 杂贼藻憎葬则凿 苏醒评分遥 结果院与 栽园 时比较袁运 组 栽员尧栽圆 时的 匀砸 上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与 栽园 时比较袁阅 组

栽员 时段的 匀砸 下降尧栽圆 时段的 匀砸 上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栽员尧栽圆 时 阅 组 匀砸 低于 运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阅 组术后躁动及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少于 运 组遥两组术中体动发生率尧苏醒时间和恢复室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遥 结论院小儿行疝囊高位结扎术七氟醚麻醉前袁与静脉注射 员援园 皂早 辕 噪早 氯胺酮比较袁静脉泵入右美托咪定 员援园 滋早 辕 噪早 可降低
术后恶心呕吐及躁动的发生袁且不延长苏醒时间和恢复室停留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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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儿对陌生环境以及手术的恐惧袁不易配
合手术袁往往需要全身麻醉遥 以往单一采用氯胺酮
或七氟醚进行全身麻醉存在术后恶心呕吐尧躁动等
并发症咱员原圆暂袁影响患儿的术后恢复遥 右美托咪定是一
种高选择性尧高特异性 琢圆 受体激动剂袁具有镇静尧镇
痛作用袁已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小儿手术咱猿暂袁并且取得
较好临床效果遥 本研究观察右美托咪定对七氟醚全
麻下行疝囊高位结扎术的小儿患者术后恶心呕吐
及躁动的影响袁并与传统的小儿常用静脉麻醉药氯
胺酮相比较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 圆园员源 年 员要源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择期行疝囊高位结扎术治疗的患儿 怨圆 例袁
其中男 愿苑 例袁女 缘 例袁年龄 员园 个月耀愿 岁袁平均渊猿援远
依 员援苑冤岁袁体重 远耀猿园 噪早袁平均渊圆园援园 依 猿援缘冤噪早袁粤杂粤玉级
或域级遥 随机将患儿分组为氯胺酮组渊运组冤和右美托
咪定组渊阅 组冤袁每组 源远 例遥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袁所有患儿家属都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术前准备
常规进行术前准备袁患儿禁饮尧禁食 远 澡 以上遥
手术患儿均在病房建立静脉输液通路袁术前 猿园 皂蚤灶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园怨鄄员猿园愿鄄园猿

肌肉注射阿托品 园援园圆 皂早 辕 噪早遥
员援圆援圆 麻醉方法
入室后 运 组静脉注射氯胺酮 员援园 皂早 辕 噪早 渊稀释
至 员园 皂蕴冤袁阅 组静脉泵入右美托咪定 员援园 滋早 辕 噪早渊稀
释至 员园 皂蕴袁爱朋静脉输液泵袁员园 皂蚤灶 泵完冤袁患儿采
用吸入七氟醚袁潮气量法诱导袁将七氟烷的蒸发器调
至 远豫耀愿豫袁新鲜气流量 猿耀远 蕴 辕 皂蚤灶遥 预充回路后袁回
路输出口连接合适面罩袁盖于患儿口鼻处袁行吸入麻
醉诱导遥 待患儿意识消失后袁将七氟烷的蒸发器调至
猿豫耀源豫袁维持自主呼吸袁必要时辅助呼吸遥 适当降低
新鲜气流 员耀猿 蕴 辕 皂蚤灶遥 术中调节七氟醚吸入浓度
渊圆豫耀源豫冤维持麻醉深度咱圆暂遥 术中若收缩压或心率比基
础值升高或降低 圆园豫耀猿园豫袁则增加或减少七氟醚量袁
并调整输入液体的速度曰若发生心动过缓袁心率渊澡藻葬则贼
则葬贼藻袁匀砸冤约 远园 次 辕 皂蚤灶袁 可单次静脉注射阿托品 园援园员耀
园援园圆 皂早 辕 噪早袁必要时可重复给药遥 手术结束时停止吸
入七氟醚遥
员援圆援猿 观察指标及判断标准
常规监测心电图尧匀砸尧血氧饱和度渊杂责韵圆 冤遥 分
别 记录麻醉前 渊栽园 冤尧手 术开始后 缘 皂蚤灶渊栽员冤尧手术
结束时渊栽圆冤的 匀砸 和 杂责韵圆曰观察并记录术中体动发
生率尧苏醒时间渊停药至呼之睁眼或有体动的时间冤
及恢复室停留时间尧恶心呕吐尧躁动不良反应发生
的情况遥 出恢复室按 杂贼藻憎葬则凿 苏醒评分标准渊满分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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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袁评分逸源 分方能离开恢复室冤袁所有患儿出恢复
室及停留时间都由同一恢复室护士判断及记录遥

术中体动分级标准院术中体动分 猿 级遥 玉级不
动袁域级微动但不影响手术袁芋级臀部扭动袁影响手

术袁需要加大七氟醚吸入浓度遥 域级与芋级均认定
为体动遥
躁动程度评估方法咱源暂院员 级为平静曰圆 级为轻度烦

圆援猿

表猿

圆援员 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的体重和年龄袁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员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渊例冤 粤杂粤渊例冤
体重渊噪早冤
组别
年龄渊岁冤
男 女 玉级 域级
源源 圆
源缘
员
圆园援员 依 猿援猿
运 组渊灶越源远冤 猿援远 依 员援远
阅 组渊灶越源远冤 猿援远 依 员援愿
源猿 猿
源源
圆
员怨援苑 依 源援员
园援缘缘苑
园援缘圆圆
孕值
园援远猿员
园援远源远

圆援圆 不同时间点心率比较
与 栽园 时比较袁运 组 栽员尧栽圆 时的 匀砸 上升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与 栽园 时比较袁阅 组 栽员 时段
的 匀砸 下降尧栽圆 时段的 匀砸 上升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栽员 和 栽圆 时 阅 组 匀砸 均低于 运 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圆
组别
运组
阅组
孕值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匀砸 变化 渊x 依 s袁次 辕 皂蚤灶冤

栽园
怨猿援怨 依 员苑援圆
怨圆援员 依 员园援园
园援缘园员

栽员
员员缘援猿 依 员源援猿鄢
园苑猿援园 依 苑援缘鄢裕
约园援园园员

栽圆
员圆源援缘 依 员缘援猿鄢
园怨源援圆 依 怨援圆鄢裕
约园援园园员

与 栽园 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 运 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两组患者术中体动尧术后躁动及恶心呕吐发生例数 渊灶冤

组别
运 组渊灶越源远冤
阅 组渊灶越源远冤
孕值

杂贼藻憎葬则凿 苏醒评分标 准院清醒程度 院完全清醒

果

两组患者术后躁动及恶心呕吐比较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表 猿冤遥 两组苏醒时间尧恢复室停留时间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源冤遥

本研究中判断躁动的发生标准是 员耀圆 级为无躁动袁
猿耀源 级为发生术后躁动遥

渊圆 分冤袁对刺激有反应渊员 分冤袁对刺激无反应渊园 分冤曰
呼吸道通畅程度院可按医生吩咐咳嗽渊圆 分冤袁不用支
持可以维持呼吸道通畅渊员 分冤袁呼吸道需要予以支
持渊园 分冤曰肢体活 动度院 肢体能 有 意识 地活 动 渊圆
分冤袁肢体无意识活动渊员 分冤袁肢体无活动渊园 分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袁组内定量资料采用配
对 贼 检验袁组间定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 贼 检验袁分类
资料以 字圆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苏醒状况及不良反应

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阅 组术后躁动及恶心呕吐的不
良反应要少于 运 组袁两组术中体动发生率差异无统

躁袁间断呻吟袁但能够平静下来曰猿 级为中度躁动袁不
容易安静下来曰源 级为重度躁动及喊叫袁 定向障碍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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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源

恶心呕吐
员源
园园缘鄢
园援园圆园

术后躁动
员愿
园远
园援园园源

两组患者苏醒时间与复苏室停留时间 渊皂蚤灶袁x 依 s冤

组别
运 组渊灶越源远冤
阅 组渊灶越源远冤
贼值
孕值

猿

术中体动
远
缘
园援苑源愿
苏醒时间
员愿援怨 依 远援源
员苑援远 依 缘援苑
园援怨猿
园援猿远

恢复室停留时间
猿圆援远 依 远援猿
猿园援苑 依 缘援远
园援苑愿
园援源员

讨 论

小儿全身麻醉苏醒期躁动发生率高袁 为 员圆豫耀
员愿豫 遥 术后躁动是一种意识与行为分离的精神状
态袁主要表现为兴奋哭闹尧恐慌尧不能安抚尧挣扎坐
起甚至乱抓伤口遥 虽然术后躁动大部分是自限性
的袁但对患儿容易造成物理伤害袁并延长在恢复室
的滞留时间袁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袁增加小儿和家
长对手术麻醉的恐惧遥 术后躁动的原因来自多方
面袁包括年龄尧术前及麻醉诱导前小儿的焦虑状态尧
患儿的性格特点尧手术类型尧术后意识的快速恢复尧
术后疼痛等咱远原愿暂遥
七氟烷麻醉诱导和苏醒迅速尧可控性好袁不增加
呼吸道分泌物袁对呼吸道刺激性小袁即便吸入高浓度
也未见屏气尧咳嗽尧喉痉挛等情况发生袁是小儿麻醉
较为理想的吸入麻醉药之一咱怨原员员暂遥 但近年来多项研究
指出接受七氟醚麻醉患儿易发生术后躁动咱员圆原员猿暂遥 有
研究证实右美托咪定用于婴幼儿镇静效果良好袁可
明显减少术后躁动的发生咱员源暂遥 也有研究发现术中小
剂量应用氯胺酮能有效降低七氟醚麻醉斜视术后
躁动的发生咱员缘暂遥 七氟醚血 辕 气分配系数低渊园援远猿冤袁脑 辕
血分配系数为 员援苑袁 快速苏醒所致术后小儿疼痛可
能是术后躁动的原因之一袁右美托咪定和氯胺酮都
有镇痛作用袁故均可降低术后躁动遥 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七氟醚麻醉前分别给予氯胺酮 员援园 皂早 辕噪早渊运 组冤
和右美托咪定 员援园 滋早 辕噪早渊阅 组冤袁发现 阅 组患儿恶心
呕吐及术后躁动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运 组遥 右美
咱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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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小儿疝囊高位结扎术在七氟

醚麻醉前袁对比静脉注射 员 皂早 辕 噪早 氯胺酮袁单次静脉

镇静原催眠作用遥 氯胺酮对边缘系统有兴奋作用袁
呈一种意识和感觉分离状态袁 并可产生幻觉遥 因

泵入右美托咪定 员 滋早 辕 噪早 可明显降低术后恶心呕吐
及躁动的发生袁且不延长苏醒时间和术后恢复室停留

此袁 右美托咪定比氯胺酮对小儿有更好的镇静效
果袁原因可能是其降低术后躁动较氯胺酮效果好遥

时间遥 两者对患儿心率影响均在安全范围内遥

另有研究显示七氟醚麻醉诱导后的患儿静脉注射

员援园 滋早 辕 噪早 右美托咪定袁术后躁动发生率仅为 源援愿豫袁
而血流动力学平稳袁且并未延长苏醒时间咱缘暂袁与本研
究结果相似遥
恶心呕吐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袁越来越受到临

床医生的关注袁 小儿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为 员猿豫耀

源圆豫袁发生率与手术类型尧麻醉和手术时间及术后恶
心或术后恶心呕吐史等有关遥 有文献指出吸入麻醉
药可导致早期术后恶心呕吐发生咱员远暂袁在头面部手术
中袁使用七氟醚麻醉袁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高于使
用丙泊酚麻醉遥 氯胺酮一直存在高的术后恶心呕吐
发生率咱员暂遥 本实验 阅 组恶心呕吐发生率明显低于 运
组袁说明右美托咪定可有效减少小儿疝囊高位结扎
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遥
我 们在 七氟 醚 麻醉 前分 别 给予 患 儿 氯 胺 酮
员援园 皂早 辕 噪早渊运 组冤和右美托咪定 员援园 滋早 辕 噪早渊阅 组冤袁
发现 阅 组并未延长苏醒时间和术后恢复室停留时
间遥 陈凤收等咱员苑暂对右美托咪定对小儿七氟醚全麻恢
复期间影响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指出右美托咪定会延长
小儿苏醒时间及术后恢复室停留时间遥 苏醒时间延
长可能与右美托咪定能增加术后嗜睡袁也可能与给
药时机尧给药方法尧小儿代谢特点等因素有关袁本研
究未观察到 阅 组苏醒时间和术后恢复室停留时间
延长袁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研究表明吸入七氟醚后袁心率在原有基础上并
不增加或略有下降袁血压及氧饱和度波动小袁不诱
导心律失常袁是安全性较高的吸入麻醉药咱员愿暂遥 右美
托咪定的成人推荐负荷剂量是 员 滋早 辕 噪早袁 静脉注射
大于 员园 皂蚤灶袁对循环的主要影响是减慢心率袁受剂
量和给药速度的影响遥 本研究中单次对患儿使用负
荷剂量的右美托咪定袁发现有明显降低患儿心率的
作用袁比使用前平均下降 员怨 次 辕 皂蚤灶袁但无需要使用
阿托品治疗者遥 氯胺酮是一类苯环哌替啶衍生物袁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特异性抑制和兴奋的双重选择
作用袁在麻醉过程中袁可引起血压升高袁心率加快遥
本研究静脉给予患儿 员 皂早 辕 噪早 氯胺酮袁 患儿心率上
升袁比未用药前平均上升 圆圆 次 辕 皂蚤灶遥 两组患儿麻醉
手术期间心率下降与上升均在可控范围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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