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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椎管内麻醉在子宫切除手术中的应用

陆松虹

[ 摘要] 目的:观察联合椎管内麻醉在妇科子宫切除术中的应用 。方法:40 例 ASA Ⅰ ～ Ⅱ级患者 , 于 L2 ～ 3间隙 , 在联合椎管内

麻醉下行子宫切除手术 ,连续监测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氧饱和度(SpO 2), 并记录麻醉前 、麻醉后 、手术开始和手术

结束四个时点的 MAP、HR、SpO2。结果:麻醉优良率 100%, 起效时间(8.15±2.2)min ,各时点的 MAP、SpO2 无明显变化(P >

0.05),但麻醉后各时点 HR均明显低于麻醉前(P<0.01),其余各时点 HR无明显变化(P >0.05), 术中无恶心 、呕吐 ,术后无

头痛。结论:联合椎管内麻醉用药少 , 起效快 ,阻滞完善 , 对循环功能影响小 , 适用于妇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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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in hysterectomy

LU Song-ho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 Bengbu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 Anhui 233000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of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in shysterectomy.

Methods:Fourty patiens w ith Ⅰ to Ⅱ g rade of ASA received shysterectomy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CSEA), and 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heart rate(HR),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were

monitored continuously.The changes of MAP , HR , SpO2 at the points of pre-anesthesia , post-anesthesia , pre-

operation and post-operation were recorded.Results:The anesthetic ef fect in all patients w as satisfacto ry.The

onset of anesthesia w as(8.15±2.2)min .There was no dif ference in MAP or SpO2 at the four time points(P>

0.05),while HR was signif 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re-anesthesia and post-anesthesia(P <0 .01),but at o ther

time points ,HR had no signif icant changes(P >0.05).There w as no nausea or vomit ing during the operat ion

and no headache occurred af ter spinal anesthesia.Conclusions:CSEA has the advantages of less administ ration of

local anesthetic ,perfect nerve block , and li tt le inf luence on the ci rculation sy stem.It fi ts fo r shyster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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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椎管内麻醉(CSEA)具有腰麻和硬膜外麻

醉的优点 ,起效快 ,效果确切 ,副作用少 ,我们用于子

宫切除手术 ,取得良好效果。现作介绍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子宫切除术 40例 ,均为我科 2003

年3 ～ 6 月手术患者 , ASA Ⅰ ～ Ⅱ级 , 年龄 31 ～

65岁。体重 55 ～ 74 kg 。其中阴式子宫切除 13例 ,

经腹子宫切除 27例。手术时间 90 ～ 120 min 。各指

标均无明显不同 ,具有可比性 。

1.2　麻醉方法

1.2.1 　术前用药　苯巴比妥 0.1 g 术前 30 min 肌

肉注射。

1.2.2 　麻醉方法 　麻醉前常规输液 500 ml ,于

L 2～ 3间隙 ,先行硬膜外穿刺 ,确认至硬膜外腔后 ,缺

口向上 ,置入腰穿针 ,见脑脊液流出后 ,于 20 s内注

入 1∶1∶1 比重液 3 m l ,退出腰穿针 ,头端置管 3 ～

4 cm 。硬膜外药液采用 1%利多卡因+0 .25 %丁卡

因(内含 1∶20 万肾上腺素)于首次腰麻用药后

90 min注入 。记录麻醉前 、麻醉后 、手术开始 、手术

结束的 MAP 、HR 、SpO2 值 ,并记录术中恶心 、呕吐

及术后头痛的发生率。

1.3 　麻醉效果分级　优:患者无不适主诉 ,肌松良

好;良:患者有可以忍受的不适 ,肌松尚可;差:患者

有不能忍受的不适 ,肌松差 ,需辅助全麻用药或更改

麻醉者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t 检验。

2　结果

　　阻滞平面 T 6±1 , 阻滞平面固定时间(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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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min 。麻醉效果:优 35例 ,良 5 例 ,差 0 例。术

中无恶心 、呕吐发生 ,术后随访无头痛发生。麻醉手

术前后 MAP 、SpO2 无明显波动(P >0.05);麻醉后

各时点心率均显著低于麻醉前(P <0.01),而麻醉

后各时点 HR无明显变化(P >0.05)(见表 1)。

　表 1　麻醉 4个时段 MAP、HR、SpO 2变化(n i=40 , x±s)

观察时间 MAP(kPa) HR(次/分) SpO 2(%)

麻醉前 12.5±1.6 87.5±14.6　 98.5±1.0

麻醉后 12.6±1.9 65.0±14.3＊＊ 98.2±0.9

术始 12.6±1.6 65.1±12.1＊＊ 98.2±0.8

术毕 13.1±1.2 67.0±8.50＊＊ 98.3±0.9

F 1.15 30.09 1.02

P >0.05 >0.05 >0.05

MS组内 2.543 159.078 0.815

　　q检验与麻醉前比较＊＊P <0.01

3　讨论

　　妇科手术涉及盆腔 ,因其位置深 ,故要求腹肌充

分松弛 ,骶神经完全阻滞。常规硬膜外单点穿刺常

有骶神经阻滞不充分 ,及单次用药量偏大 ,引起药物

中毒的潜在危险;双点穿刺操作相对繁琐。联合椎

管内麻醉一点穿刺即可满足脊麻和硬膜外麻醉两种

作用 ,操作简单 ,对患者损伤小 ,脊麻起效快 ,镇痛良

好 ,腰骶神经完全阻滞 ,腹肌充分松弛 ,肠管收缩 ,便

于手术操作及减轻牵拉反应 ,同时腰穿针细(25G),

脑脊液流失少 ,亦减少了脊麻后头痛的发生率。硬

膜外导管可在脊麻作用减弱时追加局麻药 ,从而保

证和延续麻醉效果 ,或作术后镇痛治疗[ 1] 。

脊麻后由于交感神经节前纤维被阻滞 ,小动脉

扩张 ,周围血管阻力下降 ,以及血液淤积于周围血管

系 ,易导致血压 、心率下降
[ 2]

。笔者采用麻醉前预

充晶体液 500 ml ,可有效缓解脊麻所造成的循环波

动 ,以及因低血压所引起的恶心 、呕吐 。但由于迷走

神经相对兴奋及手术操作影响 ,心率有明显波动 ,需

在手术中密切观察 ,必要时仍需使用阿托品。

笔者认为在脊麻后 90 min从硬膜外导管注入

利多卡因 、丁卡因合剂 3 ～ 5 ml ,可有效维持术中镇

痛与肌松。但需注药前回抽 ,注药后密切观察 ,以防

导管误入蛛网膜下腔 ,引起异常阻滞 。联合椎管内

麻醉具有脊麻和硬膜外麻醉两者的优点 ,又弥补了

两者的不足 ,在子宫切除手术中有较高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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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计量单位的使用

　　在医学论文中几乎大部分都离不开计量单位 。国务院于 1984年 2月 27日公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

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93年 12月 27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

《量和单位》国家强制标准 ,全国必须统一采用计量单位 。

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包括:(1)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如长度(m)、质量(kg)、时间(s)等;(2)国际单位

制的辅助单位;(3)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如频率(Hz)、压力(Pa)、能量(J);(4)国家选定

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如时间(min 、h 、d)、转速(r/min);(5)由以上单位构成的组合形式单位 ,如速度(m/ s)、

浓度(mol/L);(6)由词头和以上单位所构成的倍数和分数单位 ,如μm 、kPa 、ml等 。在医学写作时必须严格

执行国务院的命令和有关的国际标准。

各种单位除在无数值的叙述性文字中和科普读物中可使用中文名称或中文符号外 ,均应使用符号 ,单位

符号都是正体拉丁和希腊字母 ,无复数形式 ,符号后不附加圆点(正常语法名字尾标点符号除外)。来源于人

名的单位(Pa、Gy 、W 等)和 106以上的词头(M 、G 、T 等)的首字母大写以外均为小写 , “升”的符号可用大写

(L)也可用小写(l),一般在单独使用不加词头时用大写 ,数值与单位符号之间 、单位符号与相邻的其他符号

(例如:化学元素符号)之间应留半个阿拉伯数字空隙 ,词头与其所组合的单位称号之间不需空隙。词头不能

单独使用 ,也不能重叠使用(例如:“mμm”应为“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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