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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教训是指在临床工作中因主观
客观、人为或非人为因素造成伤

害、死亡、纠纷和事故，从中学到

引以为戒与教训

何为麻醉意外教训？

  不仅要系统学习理论，更要在实践中,从千变万化临
床现象和意外中吸取经验，不断高专业水平

从战争中学

习战争!!

知者和高人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近年来

麻
醉
死
亡
率

(X/
10

00
0）

西方国家
台湾
上海
武汉沈阳
口腔

麻醉高风险评价临床麻醉工作的重要指标

特殊病人死亡率更高，高度重视



病人安全是麻醉永恒的主题

重于泰山
 切不可掉以轻心！！

麻醉高风险



一、围麻醉期哮喘
特殊病人

    哮喘和支气管痉挛是围麻醉期严重并发症,

常为突然发作,出现呼气性呼吸困难,通气阻力

骤然增加,通气量不足甚至完全不能通气,导致

严重缺氧和二氧化碳蓄积

处理不当常引起严重并发症



一、哮喘病人麻醉中失误

例1,49岁,全麻上颌肿瘤切除，哮

喘10年，术前阿和鲁。诱导硫、芬
和司插管顺利，阻力大，调整导管

方向及深度无效，明视下导管在气

管，SPO2（77%），司可林无效， SPO2（58%），发绀，
双肺哮呜。正压通气，地米、氨茶碱、喘定，异丙肾，1分钟
后SPO2（38%），心跳骤停，死亡

特殊病人



一、哮喘病人麻醉中失误

例2，59岁，全麻下胆囊切除，哮喘8

年，术前用东和鲁。诱导氟芬半量、

咪5mg和阿曲库铵50mg，芬2mg面罩通
气阻力大，插管顺利，气道压50cmH2O,
双肺哮呜

考虑哮呜与气管痉挛，地米、氨茶碱、喘定，正压通气， 
SPO2持续下降，再用氨茶碱，发绀严重，最终心率下降，

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特殊病人



哮喘病人与麻醉
特殊病人

邓丽君

53～95
哮喘发作

病逝泰国

贝多芬

1770-1827
哮喘发作

病逝维也纳



哮喘病人与麻醉

术中因麻醉药、手术和麻醉操作可诱发急性发作（10%），有

呼吸感染，危险更大，尤其持续状态死亡率高达70%?

特殊病人

哮喘是由是由肥大 、嗜酸和T

细胞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气道

高反应性，气道阻塞,表现为喘息、

呼吸困难、胸闷和咳嗽



哮喘病人麻醉选择
特殊病人

体表、下腹手术，局麻、区域阻滞，高位硬外（×）

全麻诱导要深，浅诱导插管，支气管痉挛（6.4%）

术前要雾化吸入（解痉、平喘、消炎）

喉罩有利于降低气道反应



哮喘病人麻醉诱导

硫喷妥钠避免使用，司可林禁用

抗胆碱药抑制迷走兴奋，扩张气管，增加痰粘度

异丙嗪类有抗组胺作用，可首选

万可松、潘库溴胺、顺式阿曲库铵组胺释放少

麻醉要达到一定麻醉深度，以降低气道反应

特殊病人



哮喘病人麻醉维持
特殊病人

异丙酚减少组胺释放,降低支管平滑肌张力

KTM兴奋交感、β，增加CA活性，扩张支气管

异氟醚、安氟醚和七氟醚可松弛气管平滑肌

术前用激素者，麻醉前追加剂量

β-受体阻滞剂禁用(心得安)



                  患病率         死亡率

国  内     0.5-3.3%         3.67/万
国  外     0.1-32%          4-5/万
欧  美       10%
亚  洲        5%

哮喘流行病学
特殊病人



哮喘流行病学
特殊病人

流行病学资料

约30-40%有家族哮喘疾病史
约50-60%有家族过敏疾病史

特异性（atopy）

     哮喘特异基因,体内总IgE和特异性IgE水平增高

环境因素

呼吸道感染（病毒、细菌、支原体等）

吸入性变应原

其他



变应原

巨噬细胞、B淋巴细胞

T淋巴细胞
CD4+，Th2

嗜酸性细胞

IgE桥联
B淋巴细胞

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气道痉挛

支气管收缩,气道壁水肿,粘液栓形成

IL-4

LAR

肥大细胞

运动、气候变化
有害气体

ECF 组胺,LT,PG,PAF

PAF,LT,MBP,ECP

IL-5

EAR

免疫炎症反应
特殊病人



病理变化
特殊病人

平滑肌痉挛 粘膜水肿 分泌增加

正
常

哮
喘



临床表现
特殊病人

先兆：鼻痒、喷嚏、鼻塞、流涕、咽痒、干咳

症状：喘息和呼吸困难、咳嗽和咳痰、胸闷

一般体征：紧张、烦躁、端坐呼吸、紫绀等

肺部体征：呼气延长和双肺哮鸣音、肺气肿征象

其它：奇脉、呼吸肌疲劳（三凹征、反常呼吸）



哮喘发作的治疗
特殊病人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哮喘的首选药物

氨茶碱负荷量3-4mg/Kg,维持0.5mg/Kg.h

β2-兴奋剂(舒喘灵 、异丙喘宁），异丙肾

钙剂也有扩张支气管平滑肌作用

吸入疗法



二例病情分析

诱发因素：

 ① 8-10哮喘史,没有预防治疗,易诱发气管痉挛

 ② 用药不当（硫喷妥钠、司可林、阿曲库铵） 

    组胺释放—（分泌物多）平滑肌痉挛

 

特殊病人

③ 诱导浅—反应性高—插管、喉镜—气管痉挛

④ 第一例发现气道压增高,又用司可林

   第二例阿曲库胺0.77mg/kg,>临界0.6mg/kg

    



防范与启示

认真术前防视,哮喘、过敏史：

围术期支气管痉挛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预防性治疗，抗感染与解痉药

 优先非气管内插管麻醉

 诱导、插管拔管麻醉深度够

 术中较强刺激加深麻醉

 及早有效治疗，必要时呼内会诊

特殊病人



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特殊病人

OSAS是指7h夜间睡眠，至少＞30次

呼

  吸暂停，每次>10秒

OSAS因上呼吸道阻塞性（呼吸道狭窄

  、咽后壁软组织松弛、舌根肥厚）引

  起SAS 。呼吸暂停占睡眠1/3-1/2



OSAS发病十大因素

①鼻咽部疾病：肥厚性鼻炎、鼻息

肉、鼻肿瘤、腺体肥大、软腭

长松驰、悬雍垂过度下垂

②颌面颈异常：舌根及舌体肥厚、

颞颌关节强直、甲状腺肿大、

颈部肿瘤

             

特殊病人



③喉部疾病：会厌水肿、肿瘤、

声带麻痹

④先天畸

形：Apert、Crouzon、Robi

n、Treacher Collins

⑤神经肌肉疾患：重症肌无力、

强直性肌萎缩、Parkinson,

肌营养不良

OSAS发病十大因素

Crouzo
nApert

Robin

特殊病人



⑥内分泌：甲状腺机能减退、肢

  端肥大和Ⅱ型糖尿病

⑦肥胖：舌体肥大、软腭及咽壁

  脂肪堆积、气道狭窄

⑧肾病：慢性肾功不全可导

  致外周和中枢OSAS

OSAS发病十大因素
特殊病人



⑨自身免疫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系统红斑狼疮、硬皮病

⑩遗传因素：OSAS有显著遗传倾

向,发病与家族有关,相似的呼吸

道结构异常,肥胖，体型

OSAS发病十大因素
特殊病人



习惯性打鼾：

  鼾声高低顿挫，断断续续，多达
数百次。呼吸暂停在10秒～2分
钟。严重低氧血症，常憋醒，有

窒息感

OSAS临床表现

白天过度嗜睡：

  夜间睡眠质量低，呼吸暂停、
缺氧反复醒觉，很难深睡眠

神经症状：

  晨起头痛头昏、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减退，反应迟钝，抑

郁、急噪

其它表现：疲乏无力，夜尿

多，张口呼吸，口干舌燥，性

功能减退等

特殊病人



并发症：低氧和高碳酸血症

OSAS并发症

心血管系统疾患

  高BP（48%）、心律失
常、

  冠心病（3.4倍）

特殊病人

呼吸系统疾患

  肺心病、呼吸衰竭、夜间哮喘神经系统疾患

  脑梗塞、脑出血、老年痴呆症、  
  记忆力减退、抑郁症
内分泌系统疾患

  可致肥胖、儿童生长迟缓等致意外

 注意力不集中，操作和运动
能力下降，常致工伤和车祸 注意力不集中

    恶性打鼾”已成为高压病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三大危

险诱因



多导睡眠图（PSG ）“金标准”。诊断标

准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可

测鼾声、上气道阻力及呼吸暂停、低通气

和SPO2

其它CT及MRI及鼻咽镜，为手术提供依

据

OSAS诊断 特殊病人

        病情划分：
     轻：AHI:5～20% ，SaO286%
   中：AHI:2l～40%，SaO280～85%
 重度：AHI＞41，    SaO279%。



一、解除气道阻塞手术解除阻塞

  主要分二期：
  一期鼻腔通气功能重建，有效率61-67%

  二期悬雍垂腭咽成形术、颏前徙、舌骨悬

      吊，有效率90%以上

治疗七大注意事项 特殊病人

二、并发症治疗长期低氧高碳酸

    血液粘度高、红细胞增多症
    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
    糖尿病、脂肪肝伴功能异常

三、控制体重，减肥 OSAS形成重要因素

    减肥可降低通气阻力 ，增加通气量

    提高FRC量，增加O2供和CO2的排出

    减少睡眠中断，提高SPO2，改善症状

四、减少饮酒  睡前3-5小时不饮酒
    降低平滑肌和骨骼肌肉张力加重阻塞
    降低对低氧、高碳酸血症反应
    抑制醒觉反应，延长呼吸暂停时间　　

五、避免用镇静剂  
   抑制呼吸，降低低氧、高CO2反应六、保持侧卧睡眠　

    侧卧可防止舌后坠，减轻打鼾、
     呼吸暂停及低通气。睡球法
七、注意正压通气　

   CPAP对改善困倦、嗜睡、打鼾、呼吸
暂停和低通气，低氧有显效



腭咽成形术(UPPP)目的是扩大咽腔

  保持气道通畅,增加气流空间

OSAS手术治疗

等离子射频 软组织微创手术,用于非肥胖

  单纯打鼾伴轻、中度OSAS，重者效果不佳腺样体和扁桃腺切除 小儿OSAS最有效

   有效率达90%
下颌骨前徙术、下颌骨牵张成骨、舌成形

或舌骨悬吊  适用于颌骨或舌体异常者

特殊病人



二、OSAS麻醉失误案例

例1，53岁，91kg, 局麻下行腭咽成形

术，术前用阿1mg和哌50mg 。取座位,
用1%利多卡因局部浸润,手术30min后病人
不张口,无应答,口唇紫绀, SPO2 为76%,P

为131/min、立即刺激病人,面罩给氧,5min

后意识清醒， SPO2 为96%,持续给氧下完成

手术,术后无异常

特殊病人



二、OSAS麻醉失误案例

例2，48岁，101kg, 全麻下腭咽成形

术，术前东和鲁。诱导硫、芬和万诱导，

给药后呼吸停止,面罩阻力大，反复调整无
效, SPO2下降至82%,插管时,会厌显露不
清,试插2次失败, SPO2下降至52%

  口唇及面明显紫绀，立即气管切开,因颈部过粗,切开十

分困难,最终未能建立有效通气,心跳骤停

特殊病人



二、OSAS麻醉失误案例

例3，4岁，15kg,全麻下行扁桃腺、鼻甲切
除术,打鼾严重。术前阿0.5mg,度10mg，入
室KTM60mg/IM,力月西2mg和KTM20mg/IV
后,出现三凹症,托下颌,面罩给氧不佳,明视插
管成功。扁桃腺合拢,咽腔小

    术中顺利，术毕5min自主呼吸弱，新斯和阿各2mg，带

管脱氧5min SPO2为96%，拔管，立即出三凹症，托下颌面罩

效果不好， SPO2为77%,喉镜咽腔水肿严重，插管困难，口

咽通气道，托下颌，激素，脱水等处理，术后1.5h清醒

特殊病人



OSAS麻醉处理原则

麻醉前用药   OSAS病人对中枢抑制药高

度敏感，常发生呼吸暂停、梗阻。避免用镇

静和镇痛药，用抗胆碱和H2受体阻滞剂

局麻   严格适应症，术中吸氧、密切监

测神志、ECG、BP、 SPO2，备好急救药

品器材（麻醉机），做好气管插管和气管

切开准备，及时清除血液及分物

特殊病人



OSAS麻醉处理原则

麻醉方法全麻 两关键

  一是插管：
  做好困难插管准备，采
  用清盲探气管内插管
二是拔管：

 咽腔结构改变，拔管后若
再插管更困难，完全清醒

拔管，拔管前放置引导

管，以备重插

特殊病人



OSAS常见并发症

窒息死亡   上呼吸道急性梗阻是最

常见原因，其次是各种原引起呼吸抵

制（药物作用）。报导较多

并发症加重  高血压、脑血意外、急

性心肌缺血，出血等

特殊病人



例1  病人平时常在坐位看报纸

时就出现睡眠现象，术前

用50mg度冷丁加重睡眠，如发
现晚可造成严重后果。

分析与教训

局麻应慎用镇静和镇痛药，做好急救各项准备

特殊病人



例2  体重101kg 主因咽腔小，诱导后

面罩通气困难，托下颌无改善，插管

及气管切开困难，都应在预料之中。

最终因无法实施有效通气，不能完成

气管内插管和气管切开通气而死亡

分析与教训

快诱导插管，长效肌松药二大失误

盲探或纤支镜

特殊病人



分析与教训

例3 扁桃腺、鼻甲和增殖体均肥大，应

用KTM和力月西吸气困难 ，面罩给氧
不佳，明视较困难插管成功。术毕5min
在出现弱自主呼吸时，给新和阿各2mg
拮抗后拨管，又出现三凹症，经托下

颌、脱水和激素1.5h后清醒

准备工作较完善,处理基本到位,没出现重后果

特殊病人



例3  仍要吸取教训：

  

分析与教训

清醒插前用药偏大  

   15kg术前阿0.5mg,度10mg，入

室KTM60mg/im,力月西2mg

和KTM20mg/iv后,意消,肌力降低吸气

困难

特殊病人

拨管过早  

   术后早期多有通气障碍。①不用催醒和
拮抗剂；②完全清醒后拨；③保留导管3
天；④预防性气管切开；⑤如早期拨管，

先放置引导管，以备重新插入



职责 规范操作
     严密观察
     准确判断
     适时调控
问题 违规操作
     擅离职守
     判断失误
     处置失策   
    

职责 知病情
     评风险
     定预案
     告病情
问题 不访视
     不评估
     无预案
     不告知

职责 麻醉恢复
     安返病房
     术后随访
     注并发症           
问题 迟恢复
     不随访
     误症治疗

     围术期安全管理的思考

严于术前 慎于术中 善于术后



     医务工作者应追术的境界

Qualified
会

Good

好

Excellent

  秀

Marvelous

 神

Unique

绝 
  五种境界

希望我们都能达到最高境界



THE END!!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