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孕治疗前应常规检测血脂四项,对于存在血脂异常的患者

建议在助孕前行适当的运动、低脂饮食或辅助必要的降脂药

物治疗,以期获得更高的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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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腰硬联合麻醉对剖宫产术的疗效影响

高 勇

(广西北海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 北海 536000)

摘要 目的:观察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腰硬联合麻醉用于剖宫产术的疗效。方法:选择90例行剖宫产术的产妇随

机分为3组:5μg舒芬太尼+7.5mg布比卡因组(A组)、5μg舒芬太尼+9mg布比卡因组(B组)、10.5mg布比卡因组(C
组),每组各30例,布比卡因浓度均为0.5%。穿刺成功后以20s匀速将药物注入蛛网膜下隙。记录感觉、运动阻滞情况,镇痛

效果,肌肉松弛程度,牵拉反应与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及处理情况,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情况。结果:

3组感觉阻滞起效时间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感觉阻滞最高平面高于A组及C组,各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与运动阻滞完全恢复时间均明显短于B组及C组(P<0.05)。A组运动

阻滞程度评分明显小于B组和C组(P<0.05)。3组镇痛效果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B组牵拉

反应、低血压、寒战发生率明显低于C组(P<0.01);A组肌肉松弛优良率、硬膜外追加药、恶心呕吐发生率与B组、C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组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5

μg舒芬太尼复合0.5%布比卡因9mg用于剖宫产术腰硬联合麻醉,镇痛和肌肉松弛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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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腰硬联合麻醉在剖宫产术中已广泛应用。局麻

药混合一定剂量阿片类药物可增强腰硬联合麻醉的镇痛效

果已成共识。本研究拟观察不同剂量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

尼蛛网膜下隙阻滞在剖宫产术的疗效。为临床选择最佳方

案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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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拟行剖宫产术的单胎足月产妇90例。ASA
Ⅰ级~Ⅱ级,年龄23~34岁,身高152~172cm,体重59~
81kg。随机分为3组:5μg舒芬太尼+7.5mg布比卡因组

(A组)、5μg舒芬太尼+9mg布比卡因组(B组)、10.5mg
布比卡因(C组)。每组各30例,布比卡因浓度均为0.5%。

排除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心肺功能不全和腰硬联合

麻醉禁忌证的患者。所有产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得本

单位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麻醉方法:所有产妇均不用术前药。入室后常规监测

心电图(ECG)、血压(BP)、心率(HR)、呼吸(RR)和脉搏血氧

饱和度(SpO2)。常规吸氧(2~3L/min),建立静脉通道,快
速输注复方氯化钠注射液5~6mL/kg,取左侧卧位,选择L3
~L4间隙行腰硬联合阻滞,以针内针法穿破蛛网膜,见脑脊

液流出后以20s内匀速注入局麻药:A组5μg舒芬太尼+
0.5%布比卡因7.5mg;B组5μg舒芬太尼+0.5%布比卡

因9mg;C组0.5%布比卡因10.5mg。均向头端置入硬膜

外导管备用,迅速转为仰卧位,右臀垫高10cm。术中镇痛或

腹肌松弛度差,不能满足手术要求时经硬膜外导管分次注入

0.75%罗哌卡因注射液。

1.3 观察指标:①采用针刺法评估感觉阻滞情况。每分钟

测定1次,记录感觉阻滞起效时间(注药后至感觉阻滞达T8
的时间),感觉阻滞最高平面,感觉阻滞持续时间(注药后到

感觉切口疼痛的时间)。②采用改良Bromage评分法评价运

动阻滞程度(0分:无运动阻滞,髋、膝、踝关节均可充分屈曲;

1分:髋关节不能屈曲,不能完成直腿抬高动作,但膝、踝关节

均可充分屈曲;2分:膝关节不能 屈 曲,仅 能 屈 曲 踝 关 节;

3分:踝关节不能屈曲或下肢不能运动)。③记录运动阻滞起

效时间(自蛛网膜下隙注药完毕至感觉抬高下肢无力的时

间)、运动阻滞完全恢复时间(自蛛网膜下隙注药完毕至改良

Bromage评分恢复至0分的时间)。④术中镇痛效果评定

(优:表情安静自如;良:表情稍痛苦,不影响手术操作,不需

要硬膜外腔注药加深麻醉;差:表情痛苦,手术无法进行,需
要硬膜外腔注药加深麻醉)。⑤肌肉松驰程度评定(优:腹肌

松弛,满意;良:腹肌较松弛,能完成手术;差:腹肌紧张,手术

操作困难,不能完成手术)。⑥记录术中牵拉反应(需或不需

要静脉强化药物治疗),记录低血压(收缩压<12.0kPa或较

基础值下降30%或平均动脉压<8.0kPa时,静脉注射麻黄

碱10~15mg)、心动过缓(HR低于50次/min时,静脉注射

阿托品0.25~0.5mg)、呼吸抑制、恶心呕吐、寒战等不良反

应的发生及处理情况。⑦记录新生儿娩出后记录1min和

5minApgar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

成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组一般情况比较:3组产妇年龄、身高、体重、孕周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3组产妇感觉与运动阻滞情况比较:感觉阻滞起效时间

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B组感觉阻滞

最高平面高于A组及C组,但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与运动阻滞完全恢复

时间均明显短于B组及C组(P<0.05)。A组运动阻滞程

度评分明显小于B组和C组(P<0.05),见表2。

2.3 3组产妇术中镇痛效果及不良反应的比较:镇痛效果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A组和B组牵拉反

应、低血压、寒战发生率明显低于C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A组肌肉松弛优良率、硬膜外追加药、

恶心呕吐发生率与B组、C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3。

2.4 3组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比较:

3组新生儿出生后1min和5min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表1 3组产妇一般情况比较(췍x±s,n=30)

组别 身高
(l/cm)

体重
(m/kg)

年龄
(岁)

孕周
(t/周)

A组 159.5±4.8 70.6±6.2 26.3±3.5 39.3±1.1
B组 161.5±4.5 71.2±6.5 27.5±3.8 38.5±1.3
C组 160.4±4.9 69.5±5.6 28.3±3.4 38.2±1.2

表2 3组产妇感觉与运动阻滞情况比较(췍x±s,n=30)

组别
感觉阻滞起效
时间(t/min)

感觉阻滞持续
时间(t/min)

运动阻滞起效
时间(t/min)

运动阻滞起
效时间(t/h)

感觉阻滞最
高平面(T)

运动阻滞
程度(分)

A组 3.6±1.3 124.2±23.5▲ 6.3±2.3 115.2±16.1▲ 5.6±1.2 1.5±0.6▲

B组 3.5±1.4 172.8±23.4 8.7±2.5 134.1±16.6 3.8±1.0 2.3±0.4

C组 3.8±1.2 174.2±13.6 7.7±3.2 153.1±18.5 5.8±1.2 2.2±0.3

     注:与B组、C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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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组产妇术中镇痛效果及不良反应的比较[n(%),n=30]

组别
镇痛效
果优良

硬膜外
追加药

低血压 心动过缓 恶心呕吐 牵拉反应 寒战
肌肉松
弛优良

A组 22(73) 15(50)a 2(6.7)b 2(6.7) 3(5.6)b 1(3.3)b 8(26.7)b 6(20.0)b

B组 29(97) 0(0) 1(3.3)b 3(10.0) 7(13.0) 0(0.0)b 9(30.0)b 24(80.0)

C组 27(90) 3(10) 10(33.0) 5(16.7) 10(33.0) 10(33.0) 23(76.7) 25(83.3)
       注:与B组、C组比较,aP<0.01;与C组比较,bP<0.01

3 讨 论

  腰硬联合麻醉是剖宫产术最常用的麻醉方法。布比卡

因是产科麻醉最常用的药物,常规剂量的布比卡因蛛网膜下

隙阻滞麻醉易发生低血压,产妇有恶心呕吐,胎盘灌注减少,

从而导致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Kim等[1]发现舒芬太尼可

以增强布比卡因腰硬膜联合麻醉作用,研究表明,蛛网膜下

隙注射舒芬太尼5μg对循环影响较小[2]。故本文舒芬太尼

剂量选择5μg。

  剖宫产术要求感觉阻滞平面至少达到T8水平,穿刺间

隙是影响腰硬联合麻醉时感觉阻滞平面的重要因素,坚持

“宁低勿高”的原则,本研究采用L3~L4穿刺给药。本研究

结果表明,低血压和心动过缓的发生率均不高,给予对症处

理后较快恢复,说明复合舒芬太尼时布比卡因L3~L4间隙

蛛网膜下隙给药的选择是合理的。本研究表明B组与C组

镇痛效果、肌肉松弛程度、感觉阻滞持续时间等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B组感觉阻滞最高平面升

高,运动恢复时间缩短,牵拉反应明显减少,麻醉效果更为满

意;与B组、C组比较,A组运动阻滞评分降低,运动阻滞完

全恢复时间与感觉阻滞持续时间明显缩短,肌肉松弛程度较

差。50%产妇需要硬膜外追加药物完成手术,但镇痛与抑制

牵拉反应依然良好,提示布比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虽然布比卡

因剂量减少,但可取得与布比卡因常规剂量相似的镇痛效

果。这是由于舒芬太尼是高脂溶性阿片类药,对脊髓等神经

组织亲和力高,蛛网膜下隙注射后可经脊髓后角直接作用于

阿片受体,又因其易于向头端扩散,因此与局麻药混合使用

后,不仅蛛网膜下隙阻滞起效加快,阻滞平面升高,而且通过

协同作用增强镇痛效果,延长感觉阻滞时间,使产妇牵拉不

适反应减少,提高了术中镇痛效果。

  低血压是蛛网膜下隙阻滞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严重低血

压会对产妇与胎儿造成损害,减少局麻药量可以有效减少蛛

网膜下隙阻滞时低血压的发生率[3]。本研究表明,7.5mg与

9mg布 比 卡 因 复 合 舒 芬 太 尼 可 明 显 减 少 低 血 压 发 生 率

(P<0.05),3组新生儿出生后 Apgar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复合5μg舒芬太尼蛛网膜下隙阻滞对新

生儿无不良影响。A组、B组牵拉反应及寒战发生率显著减

少,与宋端怡等[4]研究结果相同,是由于舒芬太尼可减弱神

经中枢对冷或热的反应,脑脊液中一定浓度的阿片类药物可

在脊髓水平抑制脊髓这一冷感觉向中枢传入,因此降低了术

中寒战发生率[5,6]。同时由于蛛网膜下隙阻滞局麻药剂量的

减少,交感神经阻滞程度也相应减弱,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较小,降低了低血压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剖宫产术腰硬联合麻醉应用0.5%布比卡因9

mg复合5μg舒芬太尼L3~L4间隙穿刺蛛网膜下隙麻醉,

镇痛和肌肉松弛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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