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３３

（垒丝！』堡生圄匿型》垫！Ｑ堡箜堑鲞箜兰塑

术中放疗病人的麻醉管理
丁超，孙莉＋，承耀中，赵桂军，张燕（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麻醉科，北
京１０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探讨术中放疗病人围术期麻醉管理特点和放射防护经验。方法

回顾性总结５４例使用

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统（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系统）进行肿瘤术中放疗的病例，对围术期的麻醉管理和放
射防护经验进行分析。结果术中放疗需要多学科良好协作，其麻醉管理除遵从全身麻醉的常规原则之
外，还需要关注麻醉深度控制、病人体位及设备管理、放射防护、病人的放疗增敏、放疗并发症的预防等。结
论围术期的充分准备，合理的麻醉管理和有效的工作流程，完善的监测，有助于维持病人呼吸循环稳定和
内环境平衡，保证术中放疗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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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放疗（ＩＯＲＴ）是近年来出现的肿瘤治疗新技

通气，潮气量ｌＯ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１２次／分，吸呼比１：

术，本院于２００８年引入国内第一台移动式电子束术中
放疗系统（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系统），并陆续开展了多

２；麻醉维持：吸人２％七氟烷，间断静脉注射罗库溴铵

种肿瘤的术中放疗，由于此类手术的麻醉管理和放射

０．５ｍｇ／ｋｇ，维持ＰｅｔＣ０２ ３５—４５ｍｍＨｇ，ＢＩＳ值４０一５５。
术毕待患者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后拔除气管插管，送

防护等方面存在许多特殊性，并对整体的围术期治疗

入麻醉恢复室。

和预后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回顾性总结和探讨术中放

１．３术中放疗麻醉管理移动式电子束术中放疗系

疗的麻醉管理经验，以便同仁借鉴。
ｌ资料与方法

统（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系统）安置于手术间内，术前需

１．１一般资料本院从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ｌＯ月

要调整手术床、麻醉机、监护仪、放疗机位置，确认电
路、气路、麻醉系统（包括废气排放系统）和监护系统

共实施术中放疗５４例，其中男２２例，女３２例；包括胰

的工作状态，术中根据手术需要维持最佳的麻醉状态，

腺癌２３例，乳腺癌保乳手术ｌＯ例…，骨肿瘤及软组织

特别是呼吸管理；外科医生手术游离出需要放疗的肿

肿瘤９例，宫颈癌４例，卵巢癌３例，子宫内膜癌１例，

瘤病灶或瘤床，由放疗医生查看放射治疗区域，定位限

食管癌１例，下咽癌１例，直肠癌１例，腹腔恶性纤维

光筒，并用专用卡夹固定，然后移动手术床到放疗机

组织肉瘤ｌ例，年龄２８～６７岁所有病人在术前或术中
均经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

下，应用遥控器定位使放疗机对准限光筒，完成软对接
校准，然后医务人员撤离手术间，通过闭路电视监测病

１．２麻醉过程全部病人均采用全身麻醉。人室后

人进行放射治疗，经２～３分钟放疗完毕重新进入手

常规监测心电图、ＳｐＯ：、ＢＰ、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Ｐｅｔ．
ＣＯ：）及脑电双频谱指数（ＢＩＳ），开放静脉通路，术前给

２结果

予阿托品０．５ｒａｇ或东莨菪碱０．３ｒａｇ静注。麻醉诱导：

术问。

静脉注射咪达唑仑０．０５ｍｇ／ｋｇ、舒芬太尼０．４“∥ｋｇ、罗

术中放疗增加麻醉时间约２０分钟，其中放疗时间
为２—３分钟。５４例中无ｌ例因麻醉原因中断或影响

库溴铵１ｍｇ／ｋｇ和异丙酚２ｍｇ／ｋｇ，气管插管后行机械

放疗，也未发生与麻醉相关的并发症，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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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应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系统实施术中

建议麻醉插管选择乳胶钢丝螺旋管以保证头颈部活动

放疗５４例的病人资料及麻醉概况

时气管插管不发生死折。如有条件可通过便携式可移

脚类型病燃。戮凳插管选择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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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性：乏氧是肿瘤放射抗拒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长时

单腔乳胶钢丝螺

间吸入高浓度氧可以引起肺泡萎缩，术后呼吸系统并

旋管

发症增加，高低氧吸入的方法可能有助于上述问题的
解决，原理为先吸入高浓度氧，正常组织氧浓度很快上

单腔乳胶钢丝螺
旋管

一
尢

单腔乳胶钢丝螺

升，１分钟后即可达最大值，而肿瘤组织需要５分钟才

旋管

能达到最大值，此时将吸入氧改为低氧，１分钟后正常

双腔气管插管

组织氧浓度迅速下降，而肿瘤组织仍保持高水平，因而
出现一个肿瘤组织中氧浓度高而正常组织氧浓度低的

单腔乳胶钢丝螺

最佳放疗时期。在术中放疗时，通常会吸入较高浓度

旋管

堡丝堡囱擅

动监护仪或闭路电视进行远距离监测以便于麻醉医生
自身的放射防护；③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能很好地反
映呼吸情况，有助于及时发现病人是否脱管或自主呼
吸存在；④可通过适当减少肺潮气量等方法尽可能减
少呼吸运动对照射野的影响；⑤克服乏氧细胞的放射

的氧气，机体组织普遍处于高氧浓度状态，但术中放疗

单腔乳胶钢丝螺

蕉笪

一

一

３讨论
ＩＯＲＴ通常是指在术中直视条件下，利用移动式电

子直线加速器对肿瘤病灶或瘤床进行一次大剂量照
射。与常规外照射相比，ＩＯＲＴ主要有以下优点：①可
精确设定照射野，直接破坏无法切除的和手术后残留
的肿瘤组织；②生物学效应高，是同剂量分次体外照射

生物效应的２～３倍；③正常组织能够被最大限度的排
出或者遮挡在照射野之外，另外利用高能电子束表面
剂量高、达到最大剂量点深度后急剧衰减的特性，使靶
区剂量均匀，病灶后正常组织和器官则照射量小；④与

的照射野集中于肿瘤组织，因此对正常组织的影响很

小；⑥食管癌病人术中放疗时常需单肺通气，因此在病
人放疗体位确定后应再次确认双腔气管导管位置正

确，隔离充分，并吸净肺内痰液，随时监控患者血氧饱
和度，保证患者氧供口＇４ ｏ；⑦关注术中放疗可能发生的
并发症：虽然ＩＯＲＴ可以将正常组织隔离于放射野外，
但由于单次照射剂量大，最高照射剂量可达１８００ｃＧｙ，
照射能量最高１２ＭｅＶ，理论上仍有发生放疗并发症的
可能性。食管癌术中放疗的放射性并发症包括放射性
肺炎、喉返神经损伤及气管溃疡等；胰腺癌ＩＯＲＴ的并
发症包括胃肠道出血、胆肠吻合口瘘、放射性神经炎所

导致的高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

手术同时进行，短时间双疗效。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系统安

ＩＯＲＴ的并发症多在高剂量照射后出现，因此当术中放

置于手术间内，术者只需将肿瘤解剖清楚后，将限光筒
置于瘤床或肿瘤组织上方，避开肿瘤周围的其他正常

疗的剂量较大时我们应考虑到出现放疗并发症的可
能，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５］。

组织和器官，由放射工作者完成术中放疗。
术中放疗需要多学科良好协作，因此要求麻醉医

和有效的工作流程，完善的监测，均有助于维持病人呼

生熟悉术中放疗的工作流程，并具备高度的协调及应

吸循环稳定和内环境平衡，并可以保证医务人员的放

变能力，手术前和相关科室人员沟通，包括外科医生、

射防护，从而保障术中放疗的顺利实施。

放疗科医生、物理师、设备工程师和手术室护士；合理

参考文献：
［１］
吴君心，余子豪．乳腺癌的放射治疗进展［Ｊ］．中国医刊，２００３，

的麻醉用药、完善的监测、适当的液体治疗，均有助于
维持呼吸和循环稳定、维护内环境平衡旧ｊ。
术中放疗的患者通常处于全身麻醉状态下，其麻

总之，ＩＯＲＴ围术期的充分准备，合理的麻醉管理

３８：２０—２１．

［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出现无意识体动或自主呼吸；ＢＩＳ监测可有助于麻醉

［３］

等仪器设备，因此要求麻醉医师反复确认电路、气路、
麻醉系统（包括废气排放系统）和监护系统的工作状
态，确认病人的体位，检查呼吸回路连接稳固通畅，并

万方数据

ｉｎ

Ｉｎｔ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ｉｌ Ｍｅｄ Ａｓｓｏｃ，１９８６．７８（３）：１９３—

连燕虹，江蓉轩，方军．食管癌术中放疗的麻醉和监测［Ｊ］．Ｉ临床
麻醉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７：５７６．

［４］

连燕虹，方军，江蓉轩．双腔支气管导管在食管癌术中放疗麻醉

［５］

景桂霞，卢德生．术中放射治疗的麻醉过程及其监测［Ｊ］．西安医

医师更好地把握麻醉深度，通常ＢＩＳ值控制在４０～５０
范围；②术中放疗前需要移动手术床、麻醉机及监护仪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１９９．

醉管理除遵从全身麻醉的常规原则之外，还有其特殊

性值得关注：①进行放疗前可适当加深麻醉，以防病人

Ａｓｈａｙｅｒｉ Ｔ，Ｄａｌｌａｓ ＡＬ，Ｇｏｌｄｓｏｎ，ｅｔ ａ１．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时的应用［Ｊ］．浙江医学，２００５，２７：４５０—４５１．
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１９：５０４—５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一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０一Ｏｌ一２２

术中放疗病人的麻醉管理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丁超， 孙莉， 承耀中， 赵桂军， 张燕， Ding Chao， Sun Li， Cheng Yao-zhong，
Zhao Gui-jun， Zhang Yan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麻醉科,北京,100021
中国医刊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45(4)

参考文献(5条)
1.吴君心;余子豪 乳腺癌的放射治疗进展[期刊论文]-中国医刊 2003(12)
2.连燕虹;江蓉轩;方军 食管癌术中放疗的麻醉和监测[期刊论文]-临床麻醉学杂志 2001(10)
3.Ashayeri T;Dallas AL;Goldson Anesthesia in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Patients 1986(03)
4.景桂霞;卢德生 术中放射治疗的麻醉过程及其监测 1998
5.连燕虹;方军;江蓉轩 双腔支气管导管在食管癌术中放疗麻醉时的应用[期刊论文]-浙江医学 2005(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yk20100401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