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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恢复室内音乐干预对全麻手术患者
恢复效果及吗啡用量的影响*

林 帆1,王 丹1,黄馨宇1,赵 铮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麻醉科;2.群力分院小儿外科,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探讨麻醉恢复室(PACU)内音乐干预对全麻手术患者恢复效果及吗啡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8月至

2017年8月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PACU的108例全麻手术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音乐干预。比较两组心率、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视觉模拟量表

(VAS)评分、满意度评分、吗啡用量以及苏醒期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出PACU时心率、收缩压、舒张

压、动脉血氧饱和度明显改善,入PACU1h、出PACU时术后 VAS评分明显降低(P<0.05),满意度评分明显增高(P<
0.05),吗啡用量明显减少,且苏醒期各种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PACU内音乐

干预可明显提高全麻手术患者麻醉苏醒后恢复效果,稳定患者心率、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明显减轻患者疼痛程

度,减少患者吗啡用量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且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 麻醉恢复室;音乐;全麻手术;恢复效果;吗啡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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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musicinterventioninpostanesthesiacareunitonrecoveryandmorphinedosageafter
generalanesthesia
LinFan1,WangDan1,HuangXinyu1,ZhaoZheng2.(1.DepartmentofAnesthesiology;2.DepartmentofPed-
iatricSurgery,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HarbinMedical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musicinterventioninpostanesthesiacareunit(PACU)on
recoveryandmorphinedosageaftergeneralanesthesia.Methods:FormAugust2015toAugust2017,108pa-
tientsinPACUofourhospitalaftergeneralanesthesiawererandomlyassignedtoacontrolgroupanda
studygroup,with54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conventionalnursing

care,andthoseinthestudygroupweretreated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ddition of music
intervention.Theheartrate,bloodpressure,ar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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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saturation,visualanaloguescale(VAS)score,satisfactionscore,morphinedosageandtheincidence
ofcomplicationsduringtheawakeningperiodwerecomparedbetweentwogroups.Results:Comparedwith
thecontrolgroup,theheartrate,systolicpressure,diastolicpressureandarterialoxygensaturationwhen
outofPACUweresignificantlyimprovedinthestudygroup(P<0.05).Meanwhile,theVASscoresat1h
enteredPACUandoutofPACU,theamountofmorphine,and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weremarked-
lydecreased,whilethedegreeofsatisfactionwasincreasedinthestudygroup(P<0.05).Conclusion:Music
interventioninPACUcouldeffectivelyimprovetherecoveryeffectaftergeneralanesthesia.Itcouldstabilize
basicvitalsigns,reliefpain,reducemorphineconsumptionand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andelevatecare
satisfactionofpatients.
Keywords postanesthesiacareunit;music;generalanesthesiaoperation;recoveryeffect;morphinedos-
age

  麻醉恢复室(postanesthesiacareunit,PACU)
是有效保障全麻手术患者苏醒期安全的平台。研究

表明,全麻手术患者术后在PACU中苏醒期时间越

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1]。因此,优化PACU 中全

麻手术患者的护理管理模式是临床麻醉医师和护理

人员共同努力的目标[2]。音乐干预是心理学、医学

以及音乐相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有文献报道,音
乐干预应用于PACU内甲状腺癌手术、胃癌根治术

等术后患者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恢复效果[3]。音乐干

预可有效降低术中机体应激反应,改善心率、呼吸频

率等[4]。但PACU内音乐干预对全麻手术患者恢

复效果及吗啡用量的影响研究目前鲜少报道。为了

更有效地指导临床,提高全麻手术患者满意度,本研

究探讨PACU内音乐干预对全麻手术患者恢复效

果及吗啡用量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入住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PACU的108例全麻手术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1)均在全麻下进

行手术;(2)术后均送入PACU;(3)均对本次研究知

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肝、肾
功能不全者;(2)合并恶性肿瘤者;(3)临床资料不完

整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研

究组,每组54例。对照组男28例,女26例;年龄

18~78岁,平均(63.46±8.46)岁。研究组男30
例,女24例;年龄19~78岁,平均(63.68±8.86)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采用常规护理:(1)密观患者

生命体征变化情况,予以心电监护;(2)遵嘱输液,保
持输液通畅,记录出入量、液体种类和量、尿量、尿

色、引流物性质等;(3)做好体位护理,防止患者坠

床,保障患者人身安全。
1.2.2 研究组 本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音乐

干预法:(1)选择音乐曲目:根据我国音乐文化背景

和参考相关资料准备多种类别音乐曲目储于 MP3
播放器中,如流行音乐、古典主义音乐、轻音乐、浪漫

主义音乐等,尽量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术前1d
对患者进行访视,让患者从现有音乐库中浏览试听

音乐曲目,选择2~3首自己喜欢的音乐曲目作为

PACU干预曲目。若患者有自己喜爱的音乐曲目但

未在现有的音乐库中,再为其下载。(2)音乐干预的

实施:在全麻手术患者完成手术转入PACU后予以

音乐干预,播放音乐曲目前为患者戴上耳机,音量控

制在30~40分贝,直至患者转出PACU。在干预过

程中,观察和记录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并发症发

生情况以及疼痛情况。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入PACU时和出PACU时的心

率、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2)视觉模拟量表(VAS)
评分[5]:无痛为0分;疼痛轻微为1~3分;疼痛影响

睡眠为4~6分;疼痛强烈、影响睡眠和食欲为7~
10分;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疼痛程度越重。(3)记录

两组吗啡使用情况。(4)在患者离开PACU时采用

一般自制满意度调查表调查其满意度情况,总分

5分,评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5)记录两组苏

醒期寒颤、躁动、低血压、高血压、恶心、呕吐等并发

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统计数据,计数资料以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心率、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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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入PACU时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动脉血

氧饱和度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出PACU时

心率、收 缩 压、舒 张 压、动 脉 血 氧 饱 和 度 均 较 入

PACU时明显改善(P<0.05),且研究组各指标均

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心率、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比较(x±s)

组别 n
心率/(次/min) 收缩压/kPa

入PACU时 出PACU时 入PACU时 出PACU时

对照组 54 88.4±2.6 80.6±4.2* 17.06±2.19 16.01±1.28*

研究组 54 88.7±2.3 74.2±4.6* 17.32±1.90 14.79±1.64*

t 0.635 7.550 0.640 4.333
P 0.527 <0.001 0.524 <0.001

组别 n
舒张压/kPa 动脉血氧饱和度/%

入PACU时 出PACU时 入PACU时 出PACU时

对照组 54 11.37±0.73 10.71±0.48* 95.6±1.3 97.7±0.6*

研究组 54 11.38±1.01 10.08±0.90* 95.8±1.7 98.3±1.1*

t 0.078 4.489 0.687 3.519
P 0.938 <0.001 0.494 <0.001

          与本组入PACU时比较,*P<0.05。

2.2 两组术后VAS评分比较

  两组入PACU时术后VAS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两组入PACU1h、出PACU时术后VAS
评分均明显低于入PACU时(P<0.05),且研究组

入PACU1h、出PACU时术后VAS评分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满意度评分、吗啡用量情况比较

  研 究 组 满 意 度 评 分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P<
0.05),研究组吗啡用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
0.05),见表3。

2.4 两组苏醒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苏醒期各种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4。

表2 两组术后VA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入PACU时 入PACU1h 出PACU时

对照组 54 3.35±0.68 2.13±1.01* 2.02±0.46*

研究组 54 3.46±0.79 1.79±0.57* 1.68±0.57*

t 0.776 2.154 3.411
P 0.440 0.034 0.001

  与本组入PACU时比较,*P<0.05。

表3 两组满意度评分、吗啡用量情况比较(x±s)

组别 n 满意度评分/分 吗啡用量/mg
对照组 54 3.24±1.02 4.57±1.68
研究组 54 4.13±1.03 3.35±1.24

t  4.512  4.294
P <0.001 <0.001

表4 两组苏醒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寒颤 躁动 低血压 高血压 恶心呕吐
对照组 54 18(33.33) 24(44.44) 16(29.63) 10(18.52) 9(16.67)
研究组 54 2(3.70) 6(11.11) 3(5.56) 2(3.70) 1(1.85)
χ2 15.709 14.954 10.794 6.000 7.053
P <0.001 <0.001 0.001 0.014 0.008

3 讨 论

3.1 音乐干预对全麻手术患者术后舒张压、收缩

压、心率和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影响

  音乐干预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声波作用于机

体大脑皮质系统,使机体的神经细胞兴奋性得到提

高,调节机体内脏和躯体功能,通过神经和神经体液

调节降低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与此同时,刺激体内

分泌乙酰胆碱、激素、脑啡肽等物质提高迷走神经的

兴奋性,以实现镇静、镇痛等目的,减慢心率,稳定呼

吸,对机体血流量的调节、胃肠蠕动的增强和新陈代

谢的促进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6]。对于手术患者而

言,手术治疗是改善其疾病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的

重要方法之一,但手术治疗对患者机体造成的创伤

较大,可导致其产生的应激反应较强,兴奋交感神

经,促进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不利

于血压和心率的稳定[7]。本研究结果发现,而研究

组出PACU时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动脉血氧饱和

度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提示音乐干预

联合常规护理可能通过影响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

碱等大脑神经递质的释放,从而降低血压、减慢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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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呼吸、增加血容量等,较单纯常规护理更具有优
势[8]。
3.2 音乐干预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影响

  PACU是对手术麻醉后患者提供良好的密切监

测和处理直至其苏醒和生命体征趋于稳定的场所,
有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术后24h内死亡患者若通过
严密观察有50%左右应可避免[9]。优化PACU护
理管理模式可大大降低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
亡率[10]。音乐干预可通过刺激大脑神经增加大脑
多数区域的血流量,刺激脑干网状结构,促进患者意
识的恢复,减少患者躁动发生[11]。本研究结果发
现,研究组苏醒期各种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提示音乐干预联合常规护理可帮

助全麻患者稳定度过麻醉苏醒期,减少躁动、寒颤、
恶心、呕吐等并发症的发生[12]。
3.3 音乐干预对术后疼痛、吗啡用量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音乐的节奏、音调、速率等诸多要

素均可对手术造成的疼痛和应激反应产生一定的作

用,而且根据个人的音乐爱好可提高音乐干预的效
果[13]。吗啡是鸦片类毒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有效
解除手术、烧伤等引起的剧痛[14]。本研究结果发
现,研究组入PACU1h、出PACU时术后VAS评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研究组吗啡用量较对照组

明显减少(P<0.05),提示音乐干预可通过缓解患

者的紧张、焦虑情绪,分散其对刺激感觉和注意力,
从而减轻全麻患者疼痛程度,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吗啡的用量。
3.4 音乐干预对PACU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随着各种麻醉药和肌松药残余在手术患者体内

而致其发生各种并发症的风险增加,患者对护理的

要求越来越高,当临床护理管理向患者提供的护理

服务尚未达到患者对医疗护理质量的期望值时,常
常导致护患纠纷的发生,不仅将会影响对患者的护
理效果,还会损害院方的形象和声誉[15]。本研究结
果发现,研究组满意度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
提示音乐干预联合常规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音乐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术前患者

交流其喜爱的音乐曲目,术后通过音乐减轻了患者

的负性情绪和疼痛程度,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从
而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PACU内音乐干预可明显提高全麻

手术患者麻醉苏醒后恢复效果,稳定患者心率、血
压、动脉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明显减轻患者疼痛

程度,减少患者吗啡用量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且能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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