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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松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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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使用肌松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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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肌松药

起效快
循环功能影响小
缩短置入喉罩或气管插管时间
维持气道通畅
防止反流误吸
降低诱导期血流动力学变化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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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麻诱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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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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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麻诱导期

置入喉罩

 静注诱导药物→1~2×ED95 肌松药→置入喉罩

 需保留自主呼吸的患者可以不用肌松药

气管内插管

 静注诱导药物→2~3×ED95 肌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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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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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麻诱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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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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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麻诱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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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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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麻维持期

肌松药特性 病理生理特点 手术需求
药物相互作用

1、追加肌松药的时间和剂量遵循的原
则：

以最少的肌松药剂量达到临床肌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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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肌松药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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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麻维持期

2、肌松程度的及时调节---选用中、短时效肌松药

3、吸入麻醉药与非去极化肌松药协同作用---延长肌松药时间和减量

                  间断静注肌松药：通常间隔30min、追加初量1/5~1/3

                持续静注肌松药：监测肌力变化

4、多次追加琥珀胆碱或持续静注超过半小时---可能发生阻滞性质变化

长时间手术
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手术后需行机械通气

可选用长时效肌松药
注意术后呼吸抑制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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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肌松药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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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麻醉全过程使用同一种肌松药，

根据手术的要求给予不同的剂量

√
这是对的！

复合使用不同化学结构和不同时效

的非去极化肌松药

×
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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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患者肌松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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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孕妇

肌松药是水溶性大分子季铵化合物

较少透过胎盘类脂膜屏障

孕妇实施全麻诱导时要注意评估有无困难气道

原则上选用起效快、时效短的肌松药

警惕诱导期反流误吸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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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患者肌松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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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患者应用肌松药
先给予镇静药和镇痛药，调整通气模式和参数

ICU 机械通气患者应用肌松药主张小剂量间断静注

追加药量之前一定要确定有肌张力恢复的确切证据后可给药 

长期使用肌松药可产生耐药性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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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患者肌松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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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首先需评估脏器受损程度

肝、肾功能严重受损应避免用其消除主要依赖肝肾的肌松药

        哌库溴铵  禁忌   肾功能受损

        维库溴铵  禁忌   肝功能受损

        罗库溴铵  禁忌   肝功能受损

肝肾功能同时严重受损  选用经 Hoffmann 消除顺阿曲库铵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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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患者肌松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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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和婴幼儿

小儿肌松药的ED95与成人不同

建议新生儿和婴幼儿琥珀胆碱的气管内插管剂量分别为2mg/kg
和1.5mg/kg

米库氯胺在短小手术可代替琥珀胆碱，但有明显组胺释放

使用标准气管内插管剂量维库溴铵视为长效肌松药

婴幼儿给予肌松药易产生心动过缓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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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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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肌无力

咽喉部肌无力

咳嗽无力

缺氧性通气反应受抑制

（一） 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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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16

 长时效肌松药 / 长时间反复应用肌松药•
    易发生神经肌肉阻滞时间延长 

 

 

 

（重症肌无力患者对肌松药敏感性↑作用时
效↑）

（年老体弱病
人）

 个体差异•
 低体温、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
 同时使用可增强或延长肌松药作用的药物•

 肝、肾功能减退•
 神经肌肉疾病•

（二）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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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三）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的评估
(1)肌松监测仪：
            加速度仪（TOF-Watch SX)
            如TOF r <0．9
            提示存在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
(2)临床体征：
            ①清醒、呛咳和吞咽反射恢复；
            ②抬头能持续离枕头5 s以上；
            ③呼吸平稳频率10～20次／min，
                最大吸气负压≤一50 cm H20
               (1 cm H20=0．098 kPa)；
            ④PETCO2和PaCO2≤45mmHg。

上述四项为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基本消除
                较为可靠的临床体征

最大吸气负压（MIP）

- 20 cmH2O

- 25 cmH2O

- 39 cmH2O

- 43 cmH2O

VC 减少 66%
握力 = 0

气道功能未恢复常态
呼吸肌严重乏力
必须进行呼吸支持

能用舌抵住口咽部
产生完全性气道阻塞 

恢复吞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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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预防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控制肌松药的合理用量•

 

 

 

 

 维持电解质正常和酸碱平衡•

 拮抗肌松药的残余阻滞作用•
 拔除气管导管后至少观察 30 min•

   呼吸道通畅度、有效通气量、氧合状态

 监测肌力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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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拮抗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应用琥珀胆碱后，神经肌接头后膜呈去极化状态•

  肌肉松弛为 I 相阻滞，胆碱酯酶抑制药对其无效

 

 

 反复或大剂量使用琥珀胆碱后可转变为 II 相阻滞•

  导致术后发生呼吸恢复延迟

 改善患者全身情况，纠正低氧和电解质与酸碱紊乱•

 必须用人工通气维持足够通气量至自主呼吸恢复正常•

 必要时可输注新鲜冰冻血浆 •

去极化肌松药（琥珀胆碱）肌松效应终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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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拮抗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非去极化肌松药肌松效应的拮抗 

新斯的明给药时机
开始有自主呼吸时•
 TOF出现2个反映•

新斯的明用药剂量
 静脉注射  0.04 ~ 0.07 mg/kg   最大剂量5 mg•
 起效时间 2 min，达峰时间 7 ~ 15 min，作用持续时间2h•

阿托品用药剂量
 一般为新斯的明的半量，需按患者心率调整剂量•
 起效时间 10~30s，达峰时间 12~16 min,作用持续时间4~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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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拮抗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下列情况下禁用或慎用新斯的明：

支气管哮喘
心律失常、心动过缓
尤其是房事传导阻滞
心肌缺血、瓣膜严重狭窄 机械性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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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拮抗

五、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防治

下列情况下禁用或慎用阿托品：

青光眼 冠心病、心律失常
充血性心力衰竭

食管与胃的运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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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肌力监测

（一）应注意骨骼肌收缩力监测的患者

非去极化肌松药用于长时间手术或 ICU 患者

     
 肝或肾疾病及重症肌无力患者

 要求患者绝对不能有体动（神经外科、显微外科等精细手术）

 不宜用拮抗药对抗肌松作用

 因药物间影响使肌松药作用增强或减弱

（支气管哮喘、房室传导阻滞或心动过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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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肌力监测

(二)神经肌肉传导监测仪和神经刺激模式

1、临床常用神经肌肉传导功能监测仪:
简便的神经刺激器（Nerve Stimulator）
加速度肌松监测仪（TOF-Watch SX)

单次颤搐刺激
（single twitch stimulation , SS )

强直刺激后计数
(post tetanic count ,PTC）

监测深度阻滞

四个成串刺激
（train-of-four stimulation,TOF) 监测是否存在肌松药残留阻滞作用
双短强直刺激
（double burst stimulation,DBS)

2、临床常用的神经刺激模式:



m shareful

肌松药效应监测方法的选择

SS           PTC

TOF

 开始阻滞  深度阻滞         阻滞恢复过程        残余阻滞

TOF
DBS

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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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肌松药不良反应的防治

                         去极化肌松药不良反应及防治 
不 良 反 应 防 治 措 施

高钾血症

恶性高热 

眼内压

颅内压

胃内压升高

禁用或慎用琥珀胆碱    

窦性心动过缓或室性逸搏心律
预先给予阿托品或格隆溴铵预防
婴幼儿不主张用琥珀胆碱

肌束震颤 预先给予小剂量非去极化肌松药 

五高

一低

肌痛

琥珀胆碱



 

m shareful PPT美化：　　　　　　　　

非去极化肌松药不良反应及防治 

七、肌松药不良反应的防治

米库氯铵、阿曲库铵
大剂量及快速静脉注射时，引起组胺释放•
可诱发支气管痉挛、心率增快、血压下降。•
诱导剂量不宜超过3倍的ED95，且应缓慢、分次静脉注射•

肌松药过敏反应占围术期过敏反应较高比例，应引起关注。
对一种肌松药过敏的患者有可能对另种肌松药产生交叉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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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证禁忌证

人工呼吸设备

肌松残留阻滞

困难气道禁用

七、肌松药临床应用注意事项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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