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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应用于无痛胃镜中的麻醉治疗效果评价
范素贞
梁 豪
王娟娟
广东省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广东惠州 5160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在无痛胃镜中应用右美托咪定加以麻醉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于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患者 90 例，将其依据麻醉药物的差异进行划分，分为对照
组（n=45，丙泊酚麻醉治疗）与观察组（n=45，右美托咪定麻醉治疗），就两组患者的临床麻醉效果、镇痛镇静
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展开回顾性分析。 结果 观察组拥有同比对照组明显缩短的麻醉效果（P ＜ 0.05）；
观察组患者的镇痛镇静效果远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同比对照组数据明显更低
（P ＜ 0.05），以上所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施以药物右美托咪定进行无痛胃镜检查，不仅拥有更好
的临床麻醉效果，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大幅降低，检查、苏醒等时间均明显减少，确保了手术的顺利进行，兼
具有效性与安全性，值得临床借鉴并推广。
[ 关键词 ] 无痛胃镜；麻醉治疗；右美托咪定；丙泊酚
[ 中图分类号 ] R614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5-0616（2021）04-0095-04

Evaluation of the anesthetic efficacy of dexmedetomidine applied
in painless gastroscope
FAN Suzhen
LIANG Hao
WANG Juanju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izhou City, Guangdong, Huizhou 51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of dexmedetomidine and anesthetic applied in painless
gastroscope.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undergo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were enrolled i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izhou City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5, anesthetic
with propofol)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5, anesthetic with dexmedetomidin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anesthetic drugs. The clinical anesthetic efficacy, analgesic sedative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D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anesthetic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nalgesic and sedative efficaci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Meanwhile, all
the abov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with
dexmedetomidine not only has better clinical anesthetic efficacy, but also great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ADRs, and
obviously decreases the time of examination and waking, which ens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is both effective and
safe,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Painless gastroscope; Anesthetic treatment; Dexmedetomidine; Propofol

消化系统疾病检查最可靠、最重要的手段便是

动剂，则具备药物应用剂量小、不良反应少等显著

胃镜检查，可最大程度的帮助医生对患者的消化系

优势 [5]。本研究将结合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我院）

统进行更为直观的观察，进而完成对疾病的精确诊

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 90 例患者，对其无痛胃镜麻

断 。传统的胃镜检查作为侵入类检查，导致部分

醉效果展开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身体疼痛等诸多不良反应，影

1

响医生对于患者病情的诊断

1.1

[1]

[2-3]

。而无痛胃镜检查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在最大程度减轻患者身体不适的同时，缩短检查时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 90 例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

间、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确保手术过程的顺利

患 者，均 为 2018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 月 纳 入，依 据

进行 。丙泊酚作为常规无痛胃镜检查中广泛应

麻醉药物的差异进行划分为对照组（n=45，丙泊酚

用的镇痛类药物，具备药效快、镇静作用佳等优势，

麻醉治疗）与观察组（n=45，右美托咪定麻醉治疗）。

但单独使用容易对患者的呼吸、循环等功能造成一

经统计，对照组男 28 例，女 17 例；年龄 20 ～ 79 岁，

定影响。右美托咪定作为新型的肾上腺素受体激

平 均（50.33±3.45）岁；体 重 45 ～ 78 kg，平 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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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7±4.45）kg。观察组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21 ～ 80 岁，平均（50.42±3.51）岁；体重 46 ～ 79 kg，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麻醉效果比较

平均（61.58±4.51）kg。统计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

观察组患者在检查、麻醉诱导、苏醒及定向力

基本资料方面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恢复等四项指标所花费的时间同比对照组均明显

1.2

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胃镜检查的临床标准 ；②意
[6]

表1   两组患者临床麻醉效果比较（x ± s，min）

识清醒；③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心、肝、肾
等重要器官严重功能不全的患者；②精神疾病类或

组别

n

检查时间 麻醉诱导时间 苏醒时间 定向力恢复时间

长期服用镇痛镇静药物的患者；③对本次应用的药

对照组

45

6.89±2.01

4.58±1.04

7.67±2.23

8.79±2.21

物存在过敏症状的患者；④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

观察组

45

1.3

方法
①所有患者在术前均须严格遵循禁食 8 h、禁

饮 4 h 的规定，常规准备工作内容：针对所有患者
均打通并建立静脉通道；设置 3 L/min 的氧气罩氧
气容量，严密监测患者的动脉压、心率等各项生命
体征；协助并指导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给予患者充

4.47±1.23

2.36±0.73

5.44±1.55

6.45±1.11

t值

6.889

11.720

5.508

6.34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镇痛镇静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镇痛镇静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足的氧气支持。②对照组患者接受药物丙泊酚（四

表2   两组患者镇痛镇静效果比较[n（%）]

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H20040079）
的麻醉治疗方案，注射方式：肌肉注射；注射剂量：
以 1.5 mg/kg 的标准给量。待患者未出现睫毛反应
后，进行常规胃镜检查；之后依据患者的情况酌量
增加药物剂量，20 mg 为剂量使用上限。③观察组

组别

n

对照组

45

13（28.89） 21（46.67） 11（24.44） 34（75.56）

观察组

45

33（73.33） 10（22.22） 2（4.44） 43（95.56）

优秀

良好

不及格

优良

χ 值

7.283

P值

0.007

2

患者则接受药物右美托咪定（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110085）的麻醉治疗方案，注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射方式：微泵给药；以 0.8 mg/kg 的标准给量。待患
者未出现睫毛反应后，进行常规胃镜检查。
1.4

观 察 组 患 者 不 良 反 应 总 发 生 率 为 6.67%
（3/45），低 于 对 照 组 的 26.67%，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义（P ＜ 0.05）
。见表 3。

①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麻醉效果。临床麻醉效
果主要包含检查时间、麻醉诱导时间、苏醒时间及定

表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向力恢复时间四项内容 。②比较两组患者的镇痛

组别

镇静效果。镇痛镇静效果依据等级划分为优秀（整

对照组 45 3（6.67） 3（6.67） 3（6.67） 3（6.67） 12（26.67）

个手术过程均较为安静，未出现较为明显的肢体动

观察组 45 1（2.22） 1（2.22） 0（0.00） 1（2.22） 3（6.67）

作）
、良好（手术中有较为轻微痛苦的面部表情，且伴

χ2 值

6.480

随小幅的肢体动作，对手术操作无影响）
、不及格（手

P值

0.011

[7]

n

恶心、呕吐 心动过缓 呼吸抑制 低血压

总发生

术中有极为痛苦的面部表情，且伴随大幅度的肢体
动作，须通过追加麻醉药物方可继续手术）三项，优

3

讨论
现如今，伴随人们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压

良率 =（优秀 + 良好）例数 / 总例数 ×100% 。③比
[8]

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恶心呕吐、
心动过缓、

力、饮食结构的变化，我国胃肠道的发病率呈现出

呼吸抑制、
低血压为本次不良反应的主要研究内容 。

逐年增加且高居不下的严峻态势，临床多通过胃镜

1.5

统计学方法

检查实现对各种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胃镜

应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

检查操作简单方便，对于患者出现的各种变化能够

有原始数据精准录入至全新数据模型，计量数据

直观且真实的进行反映，现已成为十二指肠、胃等

以（ x ± s ）表示，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数据以

相关疾病临床诊断的金标准。但传统胃镜检查会

[n（%）] 表示，采用 χ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具

对患者产生较为强烈的刺激，患者会出现恶心、呕

有统计学意义。

吐等一系列不良反应，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同时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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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为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

患者更佳的术中表现（P ＜ 0.05）
，
充分证实了右美托

同时提高检查效率，无痛胃镜应运而生。相比传统

咪定在镇痛镇静方面同比丙泊酚的显著优势；本研究

胃镜，无痛胃镜可最大程度的减轻患者的身体不适

观察组患者中共计有 3 例不良反应患者，
不良反应发

感，检查等相关操作花费时间更短且更加便捷，更

生率为 6.67%（3/45）
，而对照组患者中共计有 12 例

好的帮助医生诊断病情的同时准确性更高。但无

不良反应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6.67%（12/45）
，

痛胃镜对于检查所需药物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具备

观察组患者拥有远低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良好的镇痛镇静效果，还需要患者在术后最短时间

生率，充分证实了右美托咪定在药物安全性方面

内苏醒，丙泊酚、舒芬太尼、右美托咪定等均是现如

明显高于丙泊酚。以上所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今临床麻醉药物的可供选择范畴，如何选取最佳的
麻醉药物成为无痛胃镜检查的首要任务 [10]。

（P ＜ 0.05）
，
且与相关报道存在高度一致性 [19-21]。
综上所述，施以药物右美托咪定进行无痛胃镜

临床应用的任何麻醉药物均会给患者带来恶

检查，不仅拥有更好的临床麻醉效果，患者不良反

心、呕吐等一系列较为常见的不良反应，患者在使

应发生率大幅降低，检查、苏醒等时间均明显减少，

用了部分安全性较低的麻醉药物后，会出现较为强

确保了手术的顺利进行，兼具有效性与安全性，值

烈且十分痛苦的不良反应；若换用安全性较高的麻

得临床借鉴并推广。

醉药物后，可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及身体的痛
苦程度，确保手术过程的顺利进行 [11-12]。麻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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