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数据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８年３月第２（）卷第３期

·１８４·

盐酸戊乙奎醚（长托宁）是一种新型抗胆碱药，

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ａｒｅ

Ｍｅｄ，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３

为２：１）以９９９ ｍｌ／ｈ速度输入，维持ＣＶＰ在８～

它对胆碱能受体Ｍ受体亚型具有选择性，和目前国

１２ ｃｍ

Ｈ。（），酌情继续补液；若收缩压≤９０ ｍｍ

Ｈｇ，

内外常用的抗胆碱药相比，具有有效剂量小、抗胆碱

则应用多巴胺（３～１５ ｐｇ·ｋｇ一１·ｍｉｎ一１）或去甲肾

作用强、作用时间长、引起不良反应少等优点。临床

上腺素（ｏ．２～１．３ ｐｇ·ｋｇ＿１·ｍｉｎ。１）将收缩压维持

实践证明它用于有机磷中毒、解痉止痛、麻醉前给药

在≥９０

ｍｍ

Ｈｇ或ＭＡＰ≥６５

ｍｍ

Ｈｇ，在试验期问

等方面已卓有成效ｕ ３，但目前对其抗休克方面的研

酌情减量至停用；休克不易纠正者予低剂量氢化可

究较少。我们通过动态监测长托宁在治疗脓毒性休

的松（５０～１

克时对内脏灌注变化的影响，来了解其作用特点，为

用７ ｄ）；ｐＨ值低于７．１５者酌情给予质量分数为

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５％的ＮａＨｃｏ。¨３。长托宁组首剂给予长托宁（成都

１资料与方法

００

ｍｇ，每日３次，不超过３００ ｍｇ／ｄ，共

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２～６ ｍｇ，必要

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０６年３月

２００７年３月在

时每３０ ｍｉｎ给予１／２～１剂，１ ｈ内达到“莨菪化”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皮肤干燥、肺部无湿哕音），然后每８ ｈ重复半剂量

（ＩＣＵ）就诊的４５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其中男２５例，

维持。山莨菪碱组首剂给予１０～４０ ｍｇ，必要时

女２０例，年龄（４９．ｏ±１８．７）岁，研究期间均禁食水。

每１５～３０ ｍｉｎ给予ｌ／２～１剂，１ ｈ内达到“莨菪化”

１．１

１．１．１纳入标准：脓毒性休克诊断参照１９９１年美

（皮肤干燥、肺部无湿哕音、瞳孔扩大、心率加快），然

国胸科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会（ＡＣＣＰ／ＳＣＣＭ）联

后每ｏ．５ ｈ重复半剂维持。对照组仅予原发病、抗感

席会议制定的标准心’；且患者末梢湿冷。

染、补液及其他常规抗休克、支持治疗。

１．１．２排除标准：既往有急慢性胃、十二指肠病史，

１．３观察指标及方法：在给药前及给药后１、６、１２

如急慢性胃及十二指肠炎、溃疡、出血；妊娠或哺乳

和２４ ｈ用胃气体张力计测定胃黏膜二氧化碳分压

期；各种慢性病晚期；合并有心、肺、肝、肾、造血和内

（ＰｇＣＯ：），同时抽取动脉血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分泌系统严重原发病；６个月内患心肌缺血或心肌

（ＰａＣＯ。），并计算胃黏膜一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

梗死者；青光眼患者；高热患者。

［Ｐ（ｇ—ａ）ＣＯ。］；同期观察患者心率、ＭＡＰ、ＣＶＰ、尿

１．１．３分组：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长托宁

量、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ｃｖＯ。）及预后。

组（１５例）、山莨菪碱组（１５例）和对照组（１５例）。

１．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ｏ统计软件处理数

各组患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用￡检验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性别、年龄、休克分期及心率比

或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ｃ２检验或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确切概率法；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治疗方法：患者入ＩＣＵ后即经鼻腔置人胃气

２

体张力计，由注气后在胃体表投影区听诊或导管内

２．１

吸出胃内容物确认在胃腔内，距鼻尖４５～５５ ｃｍ。试

Ｐ（ｇ—ａ）Ｃ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长托宁组及

验前１ ｈ均予患者奥美拉唑（４０ ｍｇ静脉注射，每日

山莨菪碱组在给药后各时问点的Ｐ（ｇ—ａ）Ｃｏ。值均

结

果
Ｐ（ｇ—ａ）Ｃｏ：的变化（表１）：３组患者给药前的

２次）以排除胃酸分泌的影响。所有患者以治疗原发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均＜ｏ．０５）。

病、抗感染、常规抗休克及支持治疗为基础。液体复

２．２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表２）：山莨菪碱组给药后

苏目标采用２００４年ＳＣＣＭ等欧美１１个学会制定

各时间点心率较对照组显著加快（Ｐ均＜ｏ．０５），而

的治疗指南：中心静脉压（ＣＶＰ）８～１２

Ｈ。Ｏ（机

长托宁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较山

ｃｍ Ｈ。Ｏ—

莨菪碱组显著减慢（Ｐ＜ｏ．０５）。３组间ＭＡＰ和ＣＶＰ

械通气者经改良为１２～１５
ｏ．０９８

ｃｍ

ｃｍ Ｈ２０，１

ｋＰａ）；尿量≥ｏ．５ ｍｌ叫·ｋｇ一１·ｈ

脉压（ＭＡＰ）≥６５

；平均动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在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休克复苏达标者Ｐ（ｇ—ａ）Ｃｏ。值、隐匿性休克

中心静脉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ｏ．７０。按照“拯救

发生率及复苏时间（表３）：休克后复苏达到传统目

脓毒症战役”（ＳＳＣ）指南旧３要求并改良‘扪：首先进行

标的患者数长托宁组１３例，山莨菪碱组１２例，对照

液体复苏，２０～３０ ｍｌ／ｋｇ液体（晶体液：胶体液

组１０例；其中长托宁组和山莨菪碱组休克复苏达标

作者单位：１１００６１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ＩＣＵ

时隐匿性休克［即胃黏膜仍缺血，Ｐ（ｇ—ａ）Ｃｏ。≥

作者简介：龚平（１９７４一），男（汉族），河南省人，医学硕士，主治

１．２

医师，Ｅｍａｉｌ：ｇｏｎｇｐ８２８＠ｓｏｈ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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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Ｐａ］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均＜ｏ．０５），

前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休克复苏达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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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３

各组患者给药前后不同时间点Ｐ（ｇ—ａ）Ｃｏｚ值变化的比较（ｚ±ｓ）

·１８５·

ｋＰａ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８Ｐ＜ｏ．０５

表２各组患者给药前后不同时间点心率、ＭＡＰ、ｃＶＰ变化的比较（ｚ±ｓ）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８Ｐ＜Ｏ．０５；与山莨菪碱组同期比较，。Ｐ＜Ｏ．０５

长托宁组和山莨菪碱组的Ｐ（ｇ—ａ）ｃＯ。值较对照组

环痉挛作用的抗胆碱药，如常用的山莨菪碱、东莨菪

显著改善（Ｐ＜ｏ．０１和Ｐ＜ｏ．０５），前两组比较差异

碱、阿托品等在抗休克治疗中的作用一直受到很大

无统计学意义。长托宁组和山莨菪碱组休克复苏达

重视，但它们因能明显加快患者心率，导致心肌耗氧

标所需时问较对照组显著缩短，以长托宁组最显著

增加．从而不利于休克治疗。山莨菪碱所引起的不良

（Ｐ均＜０．０５）。

反应相对较少，是以前临床上常用的辅助抗休克抗
胆碱能药物。长托宁是由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

表３各组患者休克复苏达标时的患者数、Ｐ（ｇ—ａ）ｃ（）ｚ值、
隐匿性休克发生率及复苏所需时间的比较

药物研究所曾繁忠教授主持设计合成的一个新型抗
胆碱药。它选择性地拮抗Ｍ。、Ｍ。受体和Ｎ，、Ｎ。受
体，对中枢和外周均有很强的抗胆碱作用，除能解除
小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
和心脏前负荷外，还具有细胞保护作用，能提高细胞
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稳定溶酶体和线粒体等亚细

注：与对照组比较，８Ｐ＜Ｏ．０５，“Ｐ＜ｏ．０１；与山莨菪碱组比较
。Ｐ＜Ｏ．０５

胞结构，减少溶酶体酶释放；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物
产生，降低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减少炎症渗出反应；
由于对Ｍ：受体无明显作用，因此用药后不引起心

３讨

论

率明显加速ｕ’。

脓毒症是ＩＣＵ患者的主要死因，严重威胁人类

胃气体张力计能检测内脏缺血，可以早期发现

健康、造成巨大经济负担。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

危重患者的灌注不足，明显优于传统评估内脏低灌

治疗脓毒症的最好方法，但效果均不理想。临床上虽

注的指标（如心率、血压、尿量、剩余碱、乳酸盐和肺

经过及时、快速、充分地补充血容量或缩血管药维持

毛细血管楔压、心排血量等），具有独特的优势”３。

血压，全身循环生理指标迅速恢复，但很多患者最后

ＰｇＣｏ。值受ＰａＣｏ：影响，而ＰａＣＯ。作为一个全身

仍死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研究证实，

性指标，在危重患者中受呼吸等多种因素影响时变

血流动力学的恢复并不意味着抗休克治疗的成功，

化很快。所以为了减少误差，临床上用Ｐ（ｇ—ａ）Ｃｏ：

因为此时多数内脏器官仍存在微循环缺血，即隐匿

大小来评估内脏低灌注程度，正常情况下其值在

性休克∞３。尤其是胃肠道，它是体内最容易缺血、恢

１．２

复最慢的器官，其灌注不足能引起屏障功能受损，通

黏膜缺血越严重∽１。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通过胃气

透性增加，细菌、内毒素移位，导致ＭＯＤＳ。

体张力计动态监测胃黏膜灌注，发现在常规抗休克

ｋＰａ以下，大于该值提示缺血，值越大，提示胃

目前，能明显改善脓毒性休克患者内脏血流灌

的基础上，给予抗胆碱能药物长托宁或山莨菪碱，在

注的药物很少且引起不良反应较多，具有解除微循

同时间点上作为全身指标的ＭＡＰ和ＣＶＰ变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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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１·

［６ ］
３．ｏＮ，０２＿ｌｏＶ，８０
０Ｄａｖｉｅｓ
２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Ｐ（ｇ—ａ）ｃＯ。值却显著低于同

ｉｌＩ
［７ ］

时问点的对照组；并且在休克复苏达到传统意义上
发生率及Ｐ（ｇ—ａ）ＣＯ：值均低于对照组。提示长托宁和
克休性匿隐的组碱菪莨山及组宁托长，时标目的

这主要与它们能解除小血管痉挛有关。同时发现长

Ｗ，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ｂｕｒｎ

ｒｅ［Ｊ］．Ｊ

Ｔｏｗｎｅ

Ｊ

ｓ。ｌｕｔｉｏｎ：ａ

Ｂｕｒｎ Ｃａｒｅ
Ｅ，Ｋｒａｎｅ

ｆａ 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

托宁组Ｐ（ｇ—ａ）ｃＯ。值低于同时间点山莨菪碱组，但
差

［９ ］
ｍｅｔｈｏｄ

ａ１．Ａ

ｓ，ｅｔ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

羹羹襄ｉ璧羹蠢霪鍪蠹囊蠢ｉ羹羹蠢薹鬟囊霪鬣
ｉｎｇ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ｓｍａＵ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

簦囊羹；囊羹羹羹羹鬃霪蓊囊毯麓青，蠢篓蠢羹羹鏊
ｔｉ ｎｅ［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６，５０（１）：ｌ ７．
［５ ］胡森，夏斌，黎君友，等．犬肠缺血／再灌注时小肠对早期肠内营
塑囊羹鬟鬟墓鬻囊冀蠹猫ｉ羹囊霎冀羹藿豢，臻蒸婆

ｏｆ ａｑｕａｐｏ“ｎ ５
ｐａ ｒｏｔｉｄ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５

Ｃ

Ｊ，ｅｔ ａ１．Ｔｕｍｏｒ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８２５．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ｍｏｕｓｅ

ｌｕｎｇ

１８６６４．

Ｔ，ｅｔ

ａ１．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Ｉ ｖｉａ ｃｙｔｏｓ０１ｉｃ Ｃａ２＋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ｒ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１９９８，２４５

（３ ）：８３５—８４０．

杨景芳

徐磊
套管针

测量法；

插页 图１）。用１６号金属针轻放于左食

习解 剖，找到一种新人路，由于定位简

指（ Ｍ）尖处，捏起皮肤于此洞穿皮肤。右

单、 穿刺深度浅，加上用套管针替代金属

手持 带盐水的５ ｍ１玻璃注射器，连接１８

针使 损伤减小，经数百例的临床实践，取

号套 管针，经开皮处以４５。角进针，向下、

得了 较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外、 前，朝患者右腋窝方向快速进入约

ｌ临 床资料

１．

病例：５５５例患者中男２８９例，女

５～２．５ ｃｍ深度（彩色插页图２），退出

针芯 ，套管接上注射器，轻带负压缓慢退

２６ ６例；年龄２个月～７２岁。因心外科麻

管。

当套管退入颈内静脉能抽到通畅回

醉手 术５１６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１９８

血。

注意：④用穿透法；②为防套管变毛

例， 其他心脏病２７５例，其他心血管疾病

糙需 开皮；⑧提起皮肤开皮；④食指轻压

等４３例；余３９例为其他疾病。

动脉 使之规避；⑤防空气栓塞；⑥全麻患

２方法：仰卧、肩胛问用软布卷垫高，

头偏 向左侧≥４５。，暴露右侧颈部，将手

术床 调成头低脚高１５。位置，消毒铺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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