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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麻醉方法
及围术期处理
穆娅玲张宏
【摘要】

高长青

目的探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０ＰＣＡＢＧ）的麻醉方法、围术期处理以及对患者
１１３例０ＰｃＡＢＧ患者采用眯唑安定ｏ．０５ ｍｇ／ｋ、氯胺酮ｏ．５ ｍｇ／ｋｇ、万可

各项检测指标变化的影响。方法

松ｏ．１３～ｏ．１５ ｍｇ／ｈ、芬太尼５～１０弘ｇ／ｋｇ诱导麻醉，按需给予万可松、芬太尼，吸人异氟醚，泵人丙泊酚维

持。于心包吊线，悬吊心脏，安放前降支、后降支、左旋支心表固定器，上主动脉侧壁钳操作前及操作中，观察
并记录ｍ流动力学指标、心电图ＳＴ段的变化以及利多卡因对心包吊线时心律的影响。结果在各项操作中，
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ＨＲ）虽较操作前有所下降，但均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并能很快恢复；心肌耗氧指
标心率收缩压乘积（ＲＰＰ）结果显示，减少心肌耗氧效果较好；心电图ｓＴ段在各操作前与操作中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心包吊线前给予１ ｍｇ／ｋｇ的利多卡因可以明显降低心包吊线时室性期前收缩的
发生程度。结论本组麻醉方法对ＯＰＣＡＢＧ患者是安全的，围术期处理对术中维持循环平稳，保持氧供及氧
耗平衡是有效和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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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造成常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

ｌ资料与方法

术后创伤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是体外循环ｎ吨３中的处

１．１

理反应。因此，现在一般多采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

女２５例；年龄３１～８０岁，平均（６３．２±７．８）岁；体重

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２００２年我院共完成１１３例

４９～１０３ ｋｇ，平均（７５．８士１２．３）ｋｇ。术前有陈旧性心

０ＰＣＡＢＧ，拟对其麻醉方法及围术期的处理原则进

肌梗死（心梗）病史１次者３９例、２次者６例、４次者

行探讨。

１例，急性心梗恢复期９例；合并原发性高血压

基金项目：军队“十五”计划杰出人才基金资助项目（０４Ｊ０１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
作者简介：穆娅玲（１９５５一），女（汉族），山西省人，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麻醉的临床研究，已发表论文１０余篇，获军队医疗成果二

一般资料：１１３例ＯＰＣＡＢＧ患者中男８８例，

７４例，糖尿病４３例，高血脂４９例，脑梗死２０例，慢
性肾功能不全１７例，肺功能轻一中度改变５１例、重
度改变６例，颈动脉单侧狭窄４例、双侧狭窄６４例，

等奖，全国中青年麻醉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各１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

经皮冠状动脉扩张术（ＰＴＣＡ）后再狭窄７例。术前

奖２项。

心脏超声示：左心增大３３例，左室舒张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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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例，合并瓣膜反流４６例，阶段性室壁运动障碍

ＨＲ缓慢给予阿托品６例；血管平均吻合时间：前降

３３例，室壁瘤形成７例；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示：

支（８．１±２．１）ｍｉｎ，后降支（７．７±１．７）ｍｉｎ，左旋支

单支病变３例，双支病变２６例，３支病变６５例，左主

（７．８±１．９）ｍｉｎ，主动脉端（５．５±１．４）ｍｉｎ；手术时

干病变１９例；搭桥数１支４例，２支４７例，３支

间（１７５±２１）ｍｉｎ，术后清醒时间（９１±４８）ｍｉｎ；术后

５３例，４支９例；最低左室射血分数为ｏ．２９。

拔管时问（３３２±７９）ｍｉｎ；ＩＣＵ停留时间（２．７±

１．２麻醉方法：术前３０ ｍｉｎ肌肉注射吗啡１０

ｍｇ、

Ｏ．８）ｄ；术后住院（９．４±２．８）ｄ。
各项操作前、操作中血流动力学变化（表１）：

东莨菪碱ｏ．３ ｍｇ。人手术室后建立左上肢静脉通

２．２

道，监测血压（ＢＰ）、心率（ＨＲ）、心电图、脉搏血氧饱

在损操作中，ＨＲ、ＭＡＰ有轻微下降，但均在正常波

和度（ＳｐＯ。）。麻醉诱导采用咪唑安定ｏ．０５ ｍｇ／ｋｇ、

动范围内，且操作过后或稳定后很快恢复。

氯胺酮ｏ．５ ｍｇ／ｋｇ、万可松Ｏ．１３～ｏ．１５ ｍｇ／ｋｇ、芬
太尼５～１０ ｐｇ／ｋｇ静脉滴注（静滴），气管插管行机

０ＰＣＡＢＧ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ｚ±５，玎一３０）

表１

械通气（潮气量８～１０ 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１２次／ｍｉｎ）。
麻醉诱导后以两根双腔大静脉导管分别经颈内静
脉、股静脉或双侧颈内静脉，或经颈内、颈外静脉穿
刺，置人中心静脉导管，监测中心静脉压，同时作为
苯肾上腺素（苯肾）、多巴胺、丙泊酚的用药通路，并
持续泵入硝酸甘油。行桡动脉穿刺，连续监测动脉
压。切皮前给予芬太尼１５～２０ ｐｇ／ｋｇ（静滴）、阿端
ｏ．１

ｍｇ／ｋｇ，术中根据需要追加万可松、芬太尼，用

吸入异氟醚、泵入丙泊酚维持麻醉。术中ＢＰ低、ＨＲ
慢时给予多巴胺纠正；ＢＰ低、ＨＲ快时给予苯‘肾处
理；血压高时可加大异氟醚、丙泊酚用量，必要时亦

注：与心包吊线１比较，８Ｐ＜ｏ．０５；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可加大硝酸甘油的泵入量，以维持循环的稳定。术中

２．３各项操作前、操作中心电图ＳＴ段变化（表２）：

以平衡盐液及代血浆维持容量，并用血液回收机行

将ＳＴ段抬高或降低的绝对值由小到大分为≤ｏ．１、

自体血回收，手术后期回输给患者。

Ｏ．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Ｏ．４、０．４～Ｏ．５、＞０．５共

以心包吊线前为１，吊线时为２；悬吊心脏前为
１，悬吊心脏时为２；前降支、后降支、左旋支安放心

６个等级，对阻断前后的ＳＴ段数据进行秩和检验，
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

表固定器前为１，固定时为２；上主动脉侧壁钳前
为１，上钳时为２；观察３０例患者ＨＲ、平均动脉压

表２

０ＰＣＡＢＧ患者术中心电图ＳＴ段变化（，２—３１）

例

（ＭＡＰ）的变化并记录，以心率收缩压乘积（ＲＰＰ）作
为心肌耗氧指标。观察３１例患者（搭桥支数不同）前
降支、左旋支、后降支、主动脉侧壁阻断前（①）后
（②）心电图ＳＴ段变化。观察３０例患者于心包吊线
前用或不用利多卡因对心包吊线时心律的影响。记
录患者手术时间、术后清醒时间、拔管时间、重症加
强治疗病房（ＩＣＵ）停留时间以及术后住院天数。
１．３统计学处理：数据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统计软件处
理。循环及心肌耗氧指标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检验，ＳＴ段的数据采用等级资
料的秩和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手术结果：搭１支桥４例，２支桥４７例，３支桥
５３例，４支桥９例；因血管条件太差、改转机２例；术
中因ＢＰ低、使用苯肾２４例，占总例数的２１．２％；因

万方数据

（，值

２．４利多卡因对心包吊线的影响（表３）：心包吊线
前给予利多卡因发生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室早）的患
者明显少于未使用者。
表３利多卡因对心包吊线时心律的影响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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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使麻醉医师及时处理。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论

冠心病患者心肌氧供较差，任何增加氧耗的因
素都会加重患者的心肌缺氧，ｏＰＣＡＢＧ是在跳动的

各项操作前、操作中心电图ＳＴ段改变差异均无显
著性，表明我们以上的处理是有效和令人满意的。

心脏上进行，势必给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带来较大的

表３结果显示，心包吊线前给予１ ｍｇ／ｋｇ的利

影响。因此，麻醉的原则是在围术期尽量维持循环平

多卡因，于心包吊线时虽多数患者仍有室性早搏发

稳，保持氧供及氧耗平衡，使手术顺利进行。我院的

生，但可以明显的降低其发生程度；为预防激惹心脏

麻醉诱导方法是几年来经验的总结。小剂量的咪唑

所致的室性心律失常，于心包吊线前常规给予利多

安定、阈下值氯胺酮以及大剂量的芬太尼可使患者

卡因，术中亦可根据需要使用。

迅速入睡，麻醉深度理想，并使绝大多数患者诱导期
循环平稳。

术中以输胶体液为主，患者容量不足，影响心肌
供血。ＢＰ不宜维持；容量过多，使心脏过涨，搬动心

术中心包吊线、悬吊心脏、翻动心脏以及安放心

脏时易引起ＢＰ下降，且给手术操作带来困难。我们

表固定器时，都会干扰正常的泵血功能，使心排血量

体会，搭桥前视患者的情况补充６００～８００ ｍ１胶体

下降，在进行这些操作以前，应将收缩压调整到

液为宜。尿量是一个很好的估计心排血量及血容量

Ｈｇ左右，为ＢＰ下降留有余地，并密切观察

是否足够的参考指标“３，术中、尤其是手术后期要注

ＢＰ变化，及时与术者沟通。我们采用静滴苯肾的方

意观察。手术后期将回收血回输，避免了与输库血相

法，升压而不增加ＨＲ，可控性强。主动脉上侧壁钳

关的感染等问题。对心功能差、射血分数值低、近期

时，如压力过高，有造成血管破裂的危险，为保持手

发生心梗或不稳定型心绞痛急症手术患者，人手术

术的连续性，应提前将ＢＰ调整至９０～１００

室后即经周围静脉开始泵入硝酸甘油，扩张冠脉效

１３０

ｍｍ

ｍｍ Ｈｇ

左右，并维持到开放侧壁钳。我们采用吸入异氟醚、

果明显。

泵入丙泊酚，必要时加大硝酸甘油的泵入量进行调

采用ｏＰＣＡＢＧ时，术前应做好体外循环的准

控，效果很好。切皮及锯胸骨对患者刺激最大，操作

备，如术中出现较明显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难以控制

前应及时加深麻醉，避免因ＨＲ加快，ＢＰ升高而增

的心律失常或需吻合的血管条件太差等，应考虑建

加耗氧，必要时可加用血管扩张剂及受体阻滞剂进

立体外循环，进行常规旁路移植术。术后应继续维持

行调控。

循环稳定，避免心动过速、ＢＰ升高等各种原因诱发

ＨＲ与耗氧关系密切，ＨＲ加倍时，耗氧也加倍，

的心肌缺血。我们采用泵入丙泊酚、硝酸甘油镇静、

甚至更多∞３。０ＰＣＡＢＧ时，尽管心脏表面固定器已

扩张冠脉，直到送回监护室。对于心功能较差的患

使心脏表面局部运动幅度明显降低，但过快的ＨＲ

者，术后需进行较长时间呼吸机辅助，麻醉可偏深用

对手术操作仍有影响，但为防止心包吊线、安放心表

药，其余患者一般掌握在２ ｈ以内清醒，术后早期拔

固定器等操作时造成ＨＲ过慢，我们将ＨＲ维持在

管有利恢复。

６０～７０次／ｍｉｎ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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