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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芬太尼抑制眼肌牵拉痛的半数有效血浆靶浓度测定

赵东升　宋桂婷　张　宏

　　【摘　要】　目的　探讨瑞芬太尼靶控输注（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ＴＣＩ）抑制斜视矫正术中眼肌牵拉疼痛的
半数有效血浆浓度（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ｐ５０）。方法　择期行斜视矫正术患者２７例，采用Ｄｉｘ
ｏｎ序贯法法则使用ＴＣＩ微量泵靶控输注瑞芬太尼（Ｍｉｎｔｏ药代动力学参数模型），首例患者２２ｎｇ／ｍＬ开始，手术中牵
拉眼肌时如果患者出现疼痛不适（阳性反应），则下一例患者增加瑞芬太尼血浆靶浓度０２ｎｇ／ｍＬ；反之，如果患者没
有疼痛不适（阴性反应），则下一例患者减少瑞芬太尼血浆靶浓度０２ｎｇ／ｍＬ，后续患者输注瑞芬太尼的血浆靶浓度
值均由前一例患者对眼肌牵拉疼痛的反应情况来设定，当同一血浆靶浓度第六次出现在阴性反应和阳性反应的交叉

点时，观察项目结束。疼痛不适的标准：手术中第一次牵拉眼肌时询问患者感觉，如有疼痛则视为疼痛阳性反应，如

没有疼痛则为疼痛阴性反应。通过麻醉信息系统（ＤｏＣａｒｅ５０）记录输注瑞芬太尼前即刻（Ｔ１）、瑞芬太尼达到目标血
浆靶浓度时（Ｔ２）、牵拉眼肌时（Ｔ３）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ＮＢＰ）、脉搏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呼吸频率（ＲＲ）。统
计阴性反应者例数（ｒ）和阳性反应者例数（ｓ），计算瑞芬太尼各血浆靶控浓度的对数值（ｘ）及该浓度下的患者阴性反
应者例数和阳性反应者例数之和（ｎ）、阴性反应者发生率（ｐ），按半数效量序贯法计算瑞芬太尼的半数血浆靶浓度
（ＣＰ５０）及９５％可信区间。结果　无牵拉疼痛组（阴性反应者）１４例，有牵拉疼痛组（阳性反应者）１３例。生命体征
变化：ＨＲ和ＲＲ随时间增加渐呈下降趋势；两组ＮＢＰ在Ｔ３时较Ｔ１略有升高，但无差异；ＳｐＯ２在各时间点及组间比
较均无差异。结论　通过序贯法观察得到瑞芬太尼抑制斜视矫正术中眼肌牵拉痛的Ｃｐ５０为２１４ｎｇ／ｍＬ，其９５％ＣＩ
为１９９６８～２２５２９ｎｇ／ｍＬ。
　　【关键词】　瑞芬太尼；靶控输注；半数有效血浆浓度；序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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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视矫正手术中为减少眼肌牵拉疼痛，常常给
予辅助用药，瑞芬太尼是一种起效迅速、镇痛完善的

阿片类药物，现已较多地用于手术中镇痛，但对于研

究靶控输注（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ＴＣＩ）瑞芬太
尼抑制眼肌牵拉疼痛血浆靶浓度的文献未见更多报

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ＴＣＩ瑞芬太尼能够抑制斜视矫
正术中眼肌牵拉疼痛的半数有效血浆浓度（ＴｈｅＭｅ
ｄｉ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ｐ５０），为眼科手
术中镇静镇痛技术提供更多参考数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拟行择期斜视矫正术患者２７例，男９例，女１８

例；年龄 １８～３９岁，平均（２７９５±６０３）岁；ＡＳＡ
Ⅰ～Ⅱ级；体重３６～７４ｋｇ，平均（５５２８±９２２）ｋｇ；
身高１４５～１７７ｃｍ，平均（１６０７８±７８９）ｃｍ；各项辅
助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病史中如有全身系统性疾病

或有酒精依赖、镇痛药物滥用者排除本研究。术前

均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

１．２　麻醉方法
术前禁食禁水６～８ｈ，术前３０ｍｉｎ肌注阿托品

０５ｍｇ。保留自主呼吸并经鼻导管持续吸氧，氧气
流速 ４Ｌ／ｍｉｎ。将瑞芬太尼（瑞捷，批号：６１６０４１４，
湖北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用０９％ＮａＣＬ溶解为
５０ｍＬ（２０ｕｇ／ｍＬ），使用ＴＣＩ微量泵（思路高 ＳＬＧＯ
ＣＰ－６００）输注，采用 Ｄｉｘｏｎ序贯法法则［１－２］靶控输

注瑞芬太尼（Ｍｉｎｔｏ药代动力学参数模型），输注模
式按血浆靶浓度设定输注速度。首例患者２２ｎｇ／
ｍＬ开始，按微量泵提示待血浆浓度达到目标浓度
时开始手术，手术由同一组高年资眼科医生实施，手

术中牵拉眼肌时如果患者出现疼痛不适（阳性反

应），则下一例患者增加瑞芬太尼血浆靶浓度 ０２
ｎｇ／ｍＬ；反之，如果患者没有疼痛不适（阴性反应），
则下一例患者减少瑞芬太尼血浆靶浓度 ０２ｎｇ／
ｍＬ，后续患者输注瑞芬太尼的血浆靶浓度值均由前
一例患者对眼肌牵拉疼痛的反应情况来设定。按此

输注速度规律统计疼痛不适出现的阳性与阴性反应

时的各个瑞芬太尼血浆靶浓度值，当同一血浆靶浓

度第六次出现在阴性反应和阳性反应的交叉点时，

观察项目结束［１－３］。

１．３　疼痛不适的标准
手术中第一次牵拉眼肌时询问患者感觉，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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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则视为疼痛阳性反应，如没有疼痛则为疼痛阴

性反应。对于出现疼痛阳性反应的患者记录观察指

标的同时，立即提升０２～０４ｎｇ／ｍＬ靶浓度输注瑞
芬太尼，并暂缓牵拉，直至疼痛缓解后再继续进行手

术。

１．４　监测与观察项目
术中连接迈瑞 ＭＩＮＤＲＡＹＴ８多功能监测仪进

行监护，监测无创血压（ＮＩＢＰ）、心电图（ＥＣＧ）、脉搏
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呼吸频率（ＲＲ）。通过麻醉信
息系统（ＤｏＣａｒｅ５０）记录靶控输注瑞芬太尼前即刻
（Ｔ１）、瑞芬太尼达到目标血浆靶浓度时（Ｔ２）、牵拉
眼肌时（Ｔ３）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ＮＢＰ）、ＲＲ
和 ＳｐＯ２。观察有无心动过缓、呼吸抑制、恶心、呕吐
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当ＨＲ＜５０次／ｍｉｎ不能恢
复时给予适量阿托品纠正；ＲＲ＜８次／ｍｉｎ时提醒患
者主动呼吸，如仍不能改善则使用麻醉面罩加压供

氧。

１．５　数据处理
将瑞芬太尼不同血浆靶浓度输注时牵拉眼肌疼

痛阴性反应者列为Ⅰ组，牵拉疼痛阳性反应者列为
Ⅱ组。统计阴性反应者（有效）例数（ｒ）和阳性反应
者（无效）例数（ｓ），计算瑞芬太尼各血浆靶控浓度
的对数值（ｘ）及该浓度下的患者阴性反应者例数和
阳性反应者例数之和（ｎ）、阴性反应者发生率（ｐ），
按半数效量序贯法计算瑞芬太尼的半数血浆靶浓度

（Ｃｐ５０）及９５％可信区间：
Ｃｐ５０的对数值：ｌｇＣｐ５０＝∑ｎｘ／∑ｎ

Ｃｐ５０对数值的标准误：ＳｌｇＣｐ５０＝ｄ［∑Ｐ（１－

Ｐ）／（ｎ－１）］１／２

总体 Ｃｐ５０的 ９５％可信区间的对数值：（ｌｇ
Ｃｐ５０－１９６ＳｌｇＣｐ５０，ｌｇＣｐ５０＋１９６ＳｌｇＣｐ５０），各对
数值取反对数即得Ｃｐ５０及 ９５％可信区间［２－３］。

１．６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组内重复测量数据比较采用重复
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计数资料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眼肌牵拉疼痛抑制情况
全部２７例患者中有１４例阴性反应（Ⅰ组），１３

例阳性反应（Ⅱ组），Ⅰ组和Ⅱ组患者的年龄、身高、
体重、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瑞芬太尼ＴＣＩ抑制牵拉眼肌疼痛不适的有效情况统
计结果见表２，计算得半数有效血浆浓度（Ｃｐ５０）为
２１４ｎｇ／ｍＬ，其 ９５％ＣＩ为 １９９６８～２２５２９ｎｇ／
ｍＬ。瑞芬太尼 ＴＣＩ不同血浆靶浓度抑制牵拉眼肌
疼痛不适的序贯图详见图１。

表１　阴性反应组（Ⅰ组）与阳性反应组（Ⅱ组）的一般情况

（珋ｘ±ｓ）

组别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男∶女

Ⅰ组（ｎ＝１４） ２９．９１±５．６５ １６１．９３±７．８６ ５６．７９±７．９６ ５∶９

Ⅱ组（ｎ＝１３） ２６．００±６．００ １５９．５４±８．０４ ５３．６５±１０．４８ ４∶９

Ｆ／２ ２．４８ ０．７７ ０．６１ ０．０７

Ｐ ０．１３ ０．３９ ０．４４ ０．７９

表２　瑞芬太尼ＴＣＩ不同血浆靶控浓度抑制牵拉眼肌疼痛不适有效情况统计

浓度

／ｎｇ·ｍＬ－１
浓度对数／ｘ 有效数／ｒ 无效数／ｓ 合计／ｎ 有效率／ｐ ｎｘ ｐ（１－ｐ）

ｎ－１

１．８ ０．２６ ０ ２ ２ ０．００ 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３０ ２ ６ ８ ０．２５ ２．４ ０．０２７

２．２ ０．３４ ７ ５ １２ ０．５８ ４．０８ ０．０２２

２．４ ０．３８ ５ ０ ５ １．００ １．９ 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４ １３ ２７ — ８．９ ０．０４９

图１　瑞芬太尼ＴＣＩ不同血浆靶浓度抑制牵拉

眼肌疼痛不适反应的序贯图

２．２　各时点生命体征参数变化
ＨＲ和ＲＲ随时间增加渐呈下降趋势，与Ｔ１相

比，Ｔ２和 Ｔ３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组间
比较则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 ＮＢＰ在 Ｔ３
时较Ｔ１略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间比较也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ＳｐＯ２在各
时间点及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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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阴性反应组（Ⅰ组）与阳性反应组（Ⅱ组）的
各时点生命体征参数比较 （珋ｘ±ｓ）

生命体征 组别 Ｔ１ Ｔ２ Ｔ３

ＨＲ（次／ｍｉｎ） Ⅰ组 ８３．３６±１７．３５ ８２．７１±１８．１９１） ７２．５７±２２．５９１）

Ⅱ组 ９２．８５±１５．５５ ９５．５４±１７．１３１） ８０．７７±２０．８８１）

Ｒ（次／ｍｉｎ） Ⅰ组 １７．３５±２．５６ １２．２８±３．６０１） １０．５７±３．６１１）

Ⅱ组 １７．１５±２．９９ １２．７７±４．３８１） １１．４６±３．３３１）

ＮＢＰ／ｍｍＨｇ Ⅰ组 ８８．８６±７．２２ ８８．７１±９．１２ ９２．３６±１０．３０

Ⅱ组 ９５．５３±９．９０ ９２．４６±１０．２５ ９８．６１±１５．３４

ＳｐＯ２／％ Ⅰ组 ９９．３±０．７　 ９９．１±０．２　 ９８．８±０．６　

Ⅱ组 ９９．１±０．４ ９９．３±０．５ ９８．８±０．８

　注：与Ｔ１比较，１）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情况
牵拉眼肌时出现心动过缓（＜６０次／ｍｉｎ）Ⅰ组

有７例，Ⅱ组有３例；严重心动过缓（＜５０次／ｍｉｎ）
两组各有２例，均于解除牵拉后恢复正常，未用药物
处理。牵拉眼肌时出现呼吸频率减慢（＜８次／ｍｉｎ）
Ⅰ组有２例，Ⅱ组有１例，提醒患者主动呼吸后恢复
正常。未出现恶心、呕吐情况。

３　讨论

斜视手术中观察眼位是保证手术成功的一个重

要方法，保持患者清醒才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眼

位检查，以往大多数成人斜视矫正手术采用局麻方

式［４］，但是局麻下斜视矫正术中牵拉眼肌的操作会

给很多患者带来疼痛和不适，也会影响术者的手术

操作，常常需要辅助镇痛药物来减轻患者的痛

苦［５－６］。阿片类药物是使用较多的药物，以往受限

于药物应用模式，常常采用肌肉注射或静脉单次注

射的方式，由于这类用药方式的有效血药浓度持续

时间短、个体差异较大，常常出现镇痛不全的情况。

随着微量泵在临床的普及，曾有研究使用瑞芬太尼

恒速泵注来解决眼科局麻手术患者的镇痛需求［７］，

这种方式较好解决了单次使用麻醉镇痛药物的有效

血药浓度时间短的情况，但是麻醉诱导期欠平稳、仍

存在个体化差异、血药浓度的不稳定性等情况有待

解决［８］。ＴＣＩ静脉麻醉技术是以药代和药效动力学
为理论依据，利用计算机程序模拟药物在体内代谢

过程，可以通过设定目标靶位的药物浓度来调控合

适的麻醉浓度，从而实现麻醉诱导过程更平稳、深度

更可控、麻醉用药更趋个体化的一种静脉麻醉药物

输注模式［９］，已成为全凭静脉麻醉的一种常见技术

手段［１０］。虽然ＴＣＩ技术还并不完善，但其相对更为
精准的控制血浆或效应室药物浓度技术，可以为临

床麻醉提供更多的应用前景［１１］，使用 ＴＣＩ技术进行
清醒患者的镇痛镇静技术更需要可控性，因而探索

其在各种手术中不同的用药速率是这项技术不断拓

展临床应用的必经过程。本研究就是基于此目的来

测定瑞芬太尼ＴＣＩ输注对抑制眼肌牵拉痛达到半数
有效剂量的输注速率。

ＴＣＩ技术是依据群体药代学模型通过计算机程
序模拟药物在体内代谢的过程，依据药代动力学可

知药物的血浆与效应室平衡达到一半时间（Ｔ１／２Ｋｅ０）
越小在靶控输注时起效越快，且调整所需靶目标血

药浓度的速度也较快，因而使用 Ｔ１／２Ｋｅ０较小的药物
才更适合ＴＣＩ［３，９］。瑞芬太尼是阿片类 μ受体激动
剂，Ｔ１／２Ｋｅ０只有１３ｍｉｎ，起效快、维持时间短、无明
显蓄积作用，不受输注时间影响血药浓度半衰期始

终在４ｍｉｎ左右［１２］，是非常适合静脉靶控输注的药

物。以往对单独使用瑞芬太尼靶控输注镇痛在眼科

手术中的研究未见到更多报道，本研究设计了通过

序贯法来测定局麻下斜视手术中瑞芬太尼靶控输注

对于眼肌牵拉痛抑制作用的半数有效血浆浓度情

况，通过观察２７例患者计算得到其半数有效血浆浓
度为２１４ｎｇ／ｍＬ，这个结果为精准静脉麻醉管理提
供了眼科麻醉方面的应用数据参考。

同时在本研究观察到，随着瑞芬太尼的输注逐

渐达到血浆靶浓度，心率和呼吸会呈减慢的趋

势［１３］，在牵拉眼肌时甚至会出现心动过缓或呼吸抑

制，这与牵拉眼肌时的眼心反射可能加重瑞芬太尼

抑制循环和呼吸、引起心动过缓等不良反应有

关［１４－１５］。在研究中也观察到 ＮＢＰ和 ＳｐＯ２在各时
间点未出现明显异常，说明采用 ＴＣＩ方式静脉输注
瑞芬太尼麻醉深度可控，注意麻醉期间的监护可以

及早发现生命体征异常，通过解除眼肌牵拉、提醒患

者主动呼吸，可以避免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斜视

手术和瑞芬太尼都有引起恶心呕吐的不良反应，由

于观察时间较短本研究中未出现恶心呕吐情况。

综上所述，斜视矫正术中瑞芬太尼靶控输注对于

眼肌牵拉痛抑制作用的半数有效血浆浓度为２１４
ｎｇ／ｍＬ，其９５％ＣＩ为１９９６８～２２５２９ｎ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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