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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根治术全身麻醉中不同剂量瑞马唑仑的应用
效果对比观察
朱

珊，张艳梅，游

波，陈小红，曹汉忠

[ 摘要 ]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瑞马唑仑对乳腺癌根治术全身麻醉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在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乳腺癌根治术的 126 例患者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20），
A 组（n=36），B 组（n=35）和 C 组（n=35）。所有患者均进行全麻，对照、A、B、C 组分别静注瑞马唑仑 0、0.2、0.3、0.4
mg/kg 进行麻醉诱导，四组均静脉注射苯磺顺阿曲库铵 0.2 mg/kg、地佐辛注射液 10mg 和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10 mg。
维持期给予瑞马唑仑 0.3～1.2 mg/（kg·h）和瑞芬太尼 6～12 μg/（kg·h），并根据麻醉深度调整剂量。①观察四组患
者麻醉效果相关指标，包括麻醉起效时间、苏醒时间、拔管时间、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

CU）滞留时间、瑞马唑仑补救率。②比较四组患者诱导开始前（T0）、初次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值≤
60 时(T1)、气管插管后（T2）、手术开始 30 min 时（T3）、手术结束时（T4）的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
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和心率（heart rate,HR）。④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B 组麻醉起效时间、术
中瑞马唑仑补救率低于对照组和 A 组，苏醒时间、PACU 滞留时间高于对照组和 A 组（P＜0.05），组间拔管时间比
较无明显差异（P＞0.05）。B 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PACU 滞留时间低于 C 组（P＜0.05），麻醉起效时间高于 C 组
（P＜0.05）；T0～T4 时三组收缩压、舒张压和心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各组 T1 时刻的心率均高于 T0、T3 和
T4（P＜0.05），与 T2 时刻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各组 T1～T4 时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小于 T0（P＜0.05）。C 组不
良反应总发生率高于对照组、A 组和 B 组（P＜0.05），但对照组、A 组和 B 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采用瑞马唑仑进行全身麻醉安全有效，相对于诱导剂量 0、0.2、0.4 mg/kg，瑞马唑仑诱导
剂量为 0.3 mg/kg、维持剂量为 0.3～1.2 mg/（kg·h）时，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的麻醉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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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Doses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during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
thesia for Radical Mastectomy of Breast Cancer
ZHU Shan1,ZHANG Yanmei1,YOU Bo2,CHEN Xiaohong1,CAO Hanzhong1
(1.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Tuma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361,China;2.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1,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oses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during induction of gener‐
al anesthesia for radical mastectomy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 patients underwent radical mastec‐
tomy for breast cancer in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1 to June 2022 were
enrolled and devided into four groups vi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patients received remifentanil for the induc‐
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and the doses in gruop control(n=20), group A (n=36), group B (n=35) and group C (n=35)
were 0 mg/kg, 0.2 mg/kg, 0.3 mg/kg and 0.4 mg/kg, respectively. All four groups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cisa‐
tracurium 0.2 mg/kg, dezocine injection 10 mg and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 mg. During the maintenance
period, remimazolam 0.3-1.2 mg/(kg · h) and remifentanil 6-12 μg/(kg · h) were administered. The depth of anesthesia
was adjusted to maintain a bispectral index (BIS) of 40~60. The anesthesia effect related parameters including anesthe‐
sia onset time, recovery time, extubation time, discharge time from the post-anesthesia care unit (PACU), and intraopera‐
tive remimazolam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and comparison was also conducted 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and heart rate (HR) before induction initiation (T0), at initial BIS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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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 60 (T1), after tracheal intubation (T2), at 30 min from the start of surgery (T3), and at the end of surgery (T4) in all
three groups.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lso record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control and group A, the group
B had shorter anesthesia onset time, lower intraoperative remimazolam rate, prolonged anesthesia recovery time, and

discharge time from PACU (all P<0.05), while the extubation time yield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group control,
group A and B (P>0.05). The recovery time, extubation time, and discharge time from PACU in the group B were short‐
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C (P<0.05), and the onset time of anesthesia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C (P<0.05).
SBP, DBP and HR at T0~T4 demonstrated no difference among the four groups (P>0.05). HR at T1 in eac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at T0, T3 and T4 (P<0.05), whil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at T2 (P>0.05). SBP and DBP at T1-T4 in
each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at T0 (P<0.05). The overall adverse reaction rate in the group C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 four groups (P<0.05), while the group control, group A and B denoted no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Remimazolam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general anesthesia in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Compared with the induction dose of 0mg/kg 0.2 mg/kg and 0.4 mg/kg, the induction dose of 0.3 mg/kg and mainte‐
nance dose of 0.3-1.2 mg/ (kg · h) of remimazolam achieve the best anesthesia effect on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mas‐
tectomy.
[ Key words ] Radical mastectomy; Remimazolam; Anesthesia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
发病率、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并呈现出地区、年龄差
异，我国女性乳腺癌 5 年相对生存率近年来有所升
高[1]。目前乳腺癌的治疗采用的是以手术为主的综
合治疗策略。由于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手术前会出
现紧张、焦虑情绪，影响麻醉手术质量；同时乳腺癌
根治术创伤相对较大，手术损伤可导致患者发生应
激反应，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血液动力学变
化，使手术麻醉难度和风险增加。此外，全麻时气
管插管对心血管系统的刺激反应和麻醉药物的副
反应也会影响手术安全，因此选择安全、有效的麻
醉药物对于手术的成功显得极为重要[2-3]。瑞马唑
仑是一种新型超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具有起效
快、恢复快、对呼吸和循环系统抑制作用小、长期使
用后不易累积等优点[4-5]，目前已被开发用于无痛内
镜检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
镇静诊疗和全麻患者的镇静。但由于其上市时间
较短，关于瑞马唑仑对乳腺癌根治术全身麻醉的相
关报道较少，且具体使用剂量尚未达成共识。因
此，本研究拟比较不同剂量瑞马唑仑对乳腺癌根治
术患者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效果的影响，为临床应
用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9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 126
例拟行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分为对照组（n=20），A 组
（n=36），B 组（n=35）和 C 组（n=35）。纳入标准：①
确诊为乳腺癌，参考《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
南与规范（2017 年版）》[6]，符合乳腺癌根治术治疗
指征；②所有患者均为女性；③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分级（ASA）Ⅰ～Ⅱ级；④年龄 25～65 岁。排除标
准：①伴有心、肝、肾等器官严重疾病者；②伴有其
余恶性肿瘤或凝血功能严重异常者；③处于月经

期、妊娠期或哺乳期的患者；④合并精神病者；⑤长
期服用镇静、镇痛类药物；⑥对麻醉药物过敏者。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19024），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各组患者入室后均建立外周静脉
通 路 、面 罩 吸 氧 ，监 测 生 命 体 征 、脑 电 双 频 指 数
（bispectral index，BIS）。麻醉诱导：A、B、C 组分别
静注 0.2、0.3、0.4 mg/kg 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36 mg，国药准
字 H20190034)进行麻醉诱导，对照组患者注射等
量的生理盐水。四组患者均采用 0.4-0.6μg/kg 舒芬
太尼（宜昌人福药业，国药准字 H20054172，规格：
1 mL，50μg）、1.5-2 mg/kg 丙泊酚（阿斯利康，进口
药 品 注 册 证 号 ：H20171275，规 格 ：1 mL，10 mg）。
待患者 BIS≤60 时，各组患者均静脉注射 0.2 mg/kg
注射用苯磺顺式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20183042，规格：5 mL，10 mg）、10
mg 地佐辛注射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20080329，规格：1 mL:5mg）和 10mg 盐酸羟
考酮注射液（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
司 ，国 药 准 字 国 药 准 字 H20203622，规 格 ：1 mL:
10mg）。若患者 BIS 值>60，则再次给予静脉推注
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0.05 mg/kg 进行补救，直
到 BIS 值≤60，两次给药时间间隔大于 1 min，待肌
肉松弛且 BIS 值低于 60 行气管插管。麻醉维持：
各组患者均吸入 1%-2% 七氟烷（上海恒瑞医药有
限 公 司 ，国 药 准 字 ：H20070172），静 脉 泵 注 0.3～
1.2 mg/（kg·h）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和 6～12
μg/（kg·h）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国
药准字 H20030197，规 格:1 mg），维持 BIS 值在 45～
60，术中监测患者 BIS 值并据此调整瑞马唑仑和瑞
芬太尼泵入速度。术中由麻醉医师根据患者生命
体征等相关监测指标和临床经验酌情使用血管活
性药物。术毕停止麻醉并转入麻醉后监测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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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中瑞马唑仑补救率无明显差异（P＞0.05），且
均小于 A 组（P＜0.05）。见表 2。
2.3 患者 T0～T4 时血流动力学比较 T0～T4 时刻
组间收缩压、
舒张压和心率均无明显差异（P＞0.05）；
各组 T1 时刻的心率均高于 T0、
T3 和 T4（P＜0.05），
与
T2 时刻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
各组 T1～T4 时的
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小于 T0（P＜0.05）。见表 3。
2.4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不良反
应总发生率高于 A、B 和 C 组（P＜0.05），C 组不良反
应总发生率高于 A、B 组（P＜0.05），但 A 组和 B 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CU），待患者意识、吞
咽反射、咳嗽和呼吸恢复正常后拔除气管插管。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各组患者麻醉效果相关指
标，包括麻醉起效时间（麻醉诱导开始至初次 BIS≤
60 的时间）、苏醒时间(（停止麻醉至呼之能应的时
间)、拔管时间（手术结束至拔出气管导管的时间）、
PACU 滞留时间（出入 PACU 间隔时间）、术中瑞马
唑仑补救率。瑞马唑仑补救率=术中瑞马唑仑补救
例数/该组总例数。②比较各组患者诱导开始前
（T0）、初次 BIS 值≤60 时(T1)、气管插管后（T2）、手术
开 始 30 min 时（T3）、手 术 结 束 时（T4）的 收 缩 压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舒 张 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和 心 率（heart rate,HR）。 ④ 记
录不良反应如呼吸抑制、低血压、低氧血症、恶心呕
吐、头晕、嗜睡等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SPSS 22.0 软件处理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行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行 snk-q 检验；
计数资料用[n(%)]表示，三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乳腺癌根治术为临床中治疗乳腺癌的一线治
疗方法，该手术对机体创伤相对较大，可致机体发
生应激反应，导致血流动力学紊乱，增加手术麻醉
难度和风险，不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麻醉是手术
组成的重要部分，麻醉药物的合理选择和恰当应用
对需要进行乳腺癌根治术的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瑞马唑仑是一种水溶性、超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
可增强 γ-氨基丁酸 A 受体（GABAA）受体活性以诱
导细胞膜超极化，从而通过增加氯化物流入量来抑
制神经活动，产生镇静作用[7]。瑞马唑仑因其良好
的特性，包括起效快、不依赖器官的代谢、作用持续
时间短、可预测的恢复、氟马西尼可快速逆转其作
用、长时间输注后蓄积和残留效应最小以及在血流
动力学方面稳定性好，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麻醉诱导
药物[8-9]。有研究报道，瑞马唑仑在结肠镜检查、上
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程序镇静中的
有 效 性 和 安 全 性 良 好[10-11]。 一 项 多 中 心 研 究 报
道[12]：在全身麻醉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上，瑞马唑仑
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且不劣于丙泊酚。瑞马唑仑

2 结 果
2.1 一 般 资 料 的 比 较 各 组 患 者 年 龄、BMI、ASA
分 级 、肿 瘤 分 期 等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均 无 明 显 差 异
（P ＞0.05）。见表 1。
2.2 患者麻醉效果相关指标比较 对照组与 A 组在
麻醉起效时间、
苏醒时间、
拔管时间、
PACU 滞留时间
和瑞马唑仑补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B、C 组麻醉起效时间低于 A 组 ，且 B 组低于 C 组
（P ＜0.05）；B、C 组苏醒时间、PACU 滞留时间高于 A
组，且 B 组低于 C 组（P＜0.05）；A、B 组拔管时间无
明显差异（P＞0.05），且均低于 C 组（P＜0.05）。B、C

表 1 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BMI( kg/m2)

对照组

20

48.50±6.21

21.68±2.09

6/14

13/7

A组

36

46.13±5.27

21.28±1.70

12/24

22/14

B组

35

44.87±6.21

20.83±1.91

14/21

23/12

C组

35

45.54±5.01

21.75±1.84

11/24

21/14

F/χ2

-

1.86

1.67

0.81

0.33

P

-

0.14

0.18

0.85

0.95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ASA 分级：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

ASA 分级（Ⅰ/Ⅱ）

肿瘤分期（Ⅱ/III）

表 2 患者麻醉效果相关指标比较
拔管时间（min）

PACU 滞留时间（min）

瑞马唑仑补救率

6.07±2.27

12.11±2.96

33.69±5.57

4（20.00）

6.28±1.21

12.37±1.98

32.09±4.97

6（16.67）

65.54±8.79ac

8.44±2.38ac

13.21±2.27

35.24±5.19ac

0（0.00）ac

35

55.67±7.54abc

11.71±1.84abc

16.38±2.63abc

37.91±5.76abc

0（0.00）ac

-

41.74

11.69

21.30

7.37

13.77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3

组别

例数

麻醉起效时间（s） 苏醒时间（min）

对照组

20

82.76±10.73

A组

36

71.01±9.42

B组

35

C组
F/χ2
P

与 A 组比较，aP＜0.05；与 B 组比较，bP＜0.05；与对照组比较，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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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 0.131～0.194 mg/kg)。本研究中各组 T2 时
间点的 SBP、DBP、HR 与 T1 相比无明显差异，说明
瑞马唑仑可抑制全身麻醉气管插管时所致的心血
管反应，有助于保持气管插管时的血压稳定，推测
原因可能为三组使用的瑞马唑仑超过了抑制气管
插管心血管反应的半数有效量。各时刻三组间血
压和心率无明显差异，说明三组剂量的瑞马唑仑对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差异较小，均可以维持乳腺
癌根治术患者全麻时血流动力学的稳定。C 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大于 A 组和 B 组，A 组和 B 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说明 A 组、B 组麻醉剂量
相对更安全。本研究发现三组瑞马唑仑低血压与
低氧血症发生率均比较低，说明瑞马唑仑是一种安
全的镇静剂[10,18]。另外，本研究三组患者均未发现
注射痛，说明瑞马唑仑可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与 A
组相比，B 组麻醉起效时间快，术中无瑞马唑仑补
救；与 C 组相比，B 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和 PACU
滞留时间短、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以上提示诱导剂
量为 0.3 mg/kg、维持剂量为 0.3～1.2 mg/（kg·h）时，
可获得最佳的麻醉效果。同时我们发现，在诱导过
程中不应用瑞马唑仑的患者，尽管麻醉效果、术中
血流动力学与 A、B 和 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兼具咪达唑仑和丙泊酚的优点，具有良好的药效动
力学和药代动力学特征，有望代替丙泊酚，临床应
用前景广泛。
本研究显示，B 组的麻醉起效时间快于 A 组，
低 于 C 组 ；B 组 苏 醒 时 间 、PACU 滞 留 时 间 长 于 A
组，低于 C 组；A 组与 B 组拔管时间小于 C 组。推测
原因可能是瑞马唑仑镇静程度具有剂量依赖
性[13-14]，一定范围内瑞马唑仑浓度越高，其起效越
快，镇静深度越深。三组苏醒时间均较短，说明三
组恢复较快，这主要与瑞马唑仑的代谢相关，瑞马
唑仑在体内通过非特异性组织酯酶被快速水解为
几乎无药理活性的代谢物后经肾脏排泄，半衰期
短，失效迅速、镇静恢复时间短[15]。A 组术中瑞马唑
仑补救率高，达 16.7%，与 B 组和 C 组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 A 组麻醉诱导剂量相对偏小，未达
到理想的麻醉效果，所以镇静补救率相对较高。有
研究报道[14,16]：使用瑞马唑仑后心率会略微增加，这
与本研究中 T1 时三组患者心率均轻微增加相符
合。本研究中三组患者 T3 和 T4 时的心率均小于
T1，可能与本研究联合使用阿片类药物有关。有研
究报道[17]：联合 0.25μg/kg 舒芬太尼时，瑞马唑仑抑
制 气 管 插 管 心 血 管 反 应 的 ED50 为 0.190 mg / kg

表 3 患者 T0～T4 时刻的血流动力学比较
T1
T2

T0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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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T4

对照组（n=20）
SBP（mmHg）

132.5±17.2

117.0±15.1a

116.0±18.7a

110.5±10.7a

110.0±11.4a

DBP（mmHg）

78.5±8.1

86.5±8.3a

88.5±9.3a

80.0±6.3

78.5±5.8

HR（次/min）

79.5±14.7

86.0±8.1

90.5±6.3

85.5±7.6

83.5±6.4a

SBP（mmHg）

130.4±12.1

111.2±10.8a

116.8±13.5a

109.6±9.8a

110.2±9.4a

DBP（mmHg）

75.4±6.7

71.3±6.9

a

73.7±7.5

71.1±5.8

a

71.6±5.5a

HR（次/min）

76.7±6.1

82.4±6.7a

83.1±7.2

74.6±6.4b

75.1±7.9b

SBP（mmHg）

130.7±10.9

109.4±11.5a

114.1±12.8a

109.1±8.9a

108.9±9.9a

DBP（mmHg）

76.2±5.9

70.8±7.0a

72.4±7.9a

71.1±5.3a

70.5±6.4a

HR（次/min）

77.8±6.8

82.1±8.6a

82.9±6.8

76.6±7.8b

75.7±8.1b

SBP（mmHg）

131.8±12.6

108.7±11.7a

113.8±12.3a

107.6±8.1a

108.2±10.2a

DBP（mmHg）

77.7±7.3

70.1±7.2a

72.1±7.6a

69.4±4.9a

70.1±5.9a

HR（次/min）

78.1±5.12

81.9±7.7

82.3±7.4

75.9±7.1

76.2±6.7b

a

a

a

A 组（n=36）
a

B 组（n=35）

C 组（n=35）

a

与同组 T0 时比较，aP＜0.05；与同组 T1 时比较，bP＜0.05。

表 4 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n(%)]
低氧血症
呼吸抑制
恶心呕吐

组别

例数

低血压

对照组

20

1

0

0

A组

36

0

0

B组

35

1

C组

35

3

b

头晕

嗜睡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3

2

2

8（40.00）

0

0

1

0

1（2.78）c

1

1

1

1

0

3（8.57）c

1

1

2

1

2

10（28.57）abc

χ2

17.35

P

0.0006

与 A 组相比，aP＜0.05；与 B 组相比，bP＜0.05；与对照组相比，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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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不良反应明显增高。
综上所述，
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采用瑞马唑仑进
行全身麻醉安全有效，
相对于诱导剂量0.2、
0.4 mg/kg，
诱导剂量为0.3 mg/kg、
维持剂量为0.3～1.2 mg/（kg·h）
时，
对于乳腺癌根治术患者的麻醉效果最佳。但因本
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且样本量小，
需多中心、
大样本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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