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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术中配合

段文燕

[摘要 ]目的:探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护理配合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 11例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手术术中的配合和护理。结果:手术顺利, 无并发症及手术意外的发生,有效缩短手术时间。结论:做好术前准备, 备齐特殊用

物, 准确传递器械,术中密切观察因手术引起的心电图变化, 做好相对应措施及准确的手术配合, 是保证手术顺利进行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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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很多外科医师开始

尝试在非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完成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 (CABG), 并总结了一定的经验。此术式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创伤小,手术简单,避免了体外循

环所带来的肺 、脑 、肾和血液的损害。心脏的缺血和

再灌注损伤较轻,减少术后并发症和用血量,缩短了

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
[ 1]
。 2003年 11月 ～ 2004年

11月,我院采用非体外循环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治疗冠心病 11例,均获成功,现总结手术配合体会。

1　临床资料

　　本组男 7例, 女 4例;年龄 48 ～ 72岁 。体重 54

～ 89kg。冠状动脉造影示, 冠状动脉硬化病变均 3

支以上,手术搭桥 3 ～ 5支, 共搭桥 38支。合并左心

室室壁瘤切除成形手术 3例,合并糖尿病 5例, 高血

压 6例,肥胖 3例 。手术顺利,术后无死亡 。

2　护理

2.1　手术前准备　常规开胸包, 电动胸骨锯, 内乳

动脉牵开器,非体外循环特制牵开器,冠状动脉阻断

缝线, 心脏表面固定器, 冠状动脉搭桥全套器械, 3

支 20ml注射器,罂栗碱盐水, 保持术野清晰的二氧

化碳吹气管 1套, 7-0、5-0、2-0 Prolene滑线, 7 ×17

单头针 60cm长牵引线 。

2.2　术中配合　( 1)根据手术过程, 在外科医师游

离断开乳内动脉前, 巡回护士将提前抽好的肝素液

交给麻醉医师,由颈内静脉缓慢推注通常剂量 1 ～ 2

mg/kg,并监测激活全血酶原凝固时间 (ACT) , 维持
250 ～ 300s

[ 2]
。 ( 2)器械护士准备 7 ×17涤沦编织

牵引线 3 ～ 5根, 给术者做心包或心脏牵引, 用蚊氏

钳固定线尾或将线尾卡在特制牵开器上, 用一块湿

盐水纱布将心脏垫起 。 ( 3)用心脏表面固定器固定

目标吻合血管后, 用特制冠状动脉阻断缝线两根穿

入冠状动脉下方的肌浅层, 用蚊氏钳牵引以创造吻

合部位的无血视野。 ( 4 )切开冠状动脉时用 15号

小圆刀 、冠状动脉刀,再用 45°或回头剪修剪所需切

口, 开始吻合, 为确保吻合部位的无血视野, 将 2支

20 ml注射器针尖部分拆掉, 抽取温热的无菌生理

盐水,轻推注射器, 用微细水流冲洗切开的冠状动脉

口, 2支注射器轮流使用, 以保证连续冲洗, 或采用

吹二氧化碳气体的方法保证术野干净。 ( 5)由于不

使用体外循环机,术中出血不能用体外循环吸引器,

吸至循环机内循环,再把心脏表面固定器上吸引装

置连接在手术台上的吸引器头, 另一端接至连接中

心吸引装置的 500ml无菌容器中,其内注入 500 ml

生理盐水,并加入 1 000u肝素,防止血液凝固,这样

回收的血液可同时回输入患者静脉, 减少或避免术

中用血
[ 3]
。 ( 6)本组 3例合并左心室室壁瘤, 行室

壁瘤切除成形术, 用 2-0Prolene线加垫片间断缝合,

把室壁瘤夹在两块垫片之间形成 “三明治 ”,然后用

2-0 Prolene线连续缝合成形。

3　讨论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属显微外科,

术者精神需高度集中,手术技巧要求较高,手术配合

有其特殊性。因此,参加手术人员须争分夺秒,器械

护士应迅速准确地供应手术器械,配合默契,快而不

乱。为此,必须熟悉手术方法及步骤,并与手术医师

联系,术前做好充分准备,把所需手术器械及物品有

序放置,随手可取 。由于术中翻动心脏过程中会发

生不可逆转的心电图 ST-T上抬,顽固性室性心律失

常, 严重的房室传导阻滞和血压骤降等,所以应提前

做好应对措施,除巡回护士应准备微量泵 、血管活性

药物 、抗心律失常药 、体内除颤器 、心脏起搏器等物

品, 器械护士亦提前做好体外循环转流的所有准备,

在发生术中意外时及时应对, 可避免因准备不充分

而造成严重后果
[ 4]
。非体外循环 CABG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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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保持体温,避免体温降低 、心率减慢 、血压不稳

而影响手术过程,手术间温度应保持在 26℃左右,

并在手术床上放置变温毯,温度保持 38℃左右 。本

组患者年龄偏大,手术时间长, 搭桥都在 3支以上,

容易发生压疮等并发症, 术前可在手术床变温毯上

垫柔软 、平滑的大单。牢固固定各种留置针 、三通 、

尿管连接处,防止血液 、药液 、尿液外流至床上 。确

保电刀负电极片平整,服贴安全, 非体外循环 CABG

术不使用器械托盘, 故器械护士注意电刀头勿接触

患者身体,避免发生烫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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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护理配合

赵　云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治疗妇科疾病的护理配合要点。方法:对妇科腹腔镜手术的配合, 应熟悉手术操作步骤及仪器各系

统的名称, 准确传递器械,掌握仪器的正确使用及体位的合理调整。结果:手术顺利, 无空气栓塞 、内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结论:在手术过程中,适当 、娴熟的护理配合, 可使手术安全 、顺利的完成, 减少可能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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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手术是有别于传统手术的一项新的手术

方式, 具有创伤小 、痛苦轻 、疗程短 、恢复快等优点,

已广泛应用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本院自

2003年 5月 ～ 2004年 12月开展腹腔镜妇科手术以

来,已成功地施行腹腔镜下卵巢肿瘤剥离 、切除术 、

盆腔粘连松解术 、输卵管成形术 、腹腔辅助下阴式子

宫切除术 、宫外孕等手术 。现将妇科腹腔镜手术的

配合体会作一报道。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85例,年龄 24 ～ 57岁,其中卵巢肿瘤行

剥除术 10例,行附件切除术 28例,宫外孕 22例,盆

腔粘连松解术 2例,输卵管成形术 5例,节育环异位

手术 3例,诊断性手术 10例,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子

宫切除术 5例 ( 1例转开腹 )。本组病例手术顺利,

无空气栓塞 、内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均痊愈

出院。

2　护理配合

2.1　术前准备　 ( 1)于手术前 1天巡回护士到病

房了解病情,介绍手术流程, 手术方式的先进性,同

时提高患者对 “中转开腹 ”及术后并发症的心理承

受力
[ 1]
。通过护患真诚交流取得患者信任, 使患者

消除疑虑,减轻心理压力, 以良好的心态迎接手术。

( 2)特殊仪器的准备:彩色显示器 1部,成像仪器 1

台,冷光源 1部,电源器 1部, CO2气腹机 1部,摄像

头 1件, 纤维导光束 1根, 高频导线 1根, 多功能电

刀 1台,超声刀 1台 。 ( 3)专用器械的准备:气腹针

1个,套管针 4个,抓钳 2把, 剪刀 1把, 电凝止血钳

2把,持针钳 1把,电钩 1个,电铲 1把,钛夹钳 1把,

冲洗吸引器及管。

2.2　洗手护士的配合　( 1)提前 15 min洗手,整理

器械台,将内镜超声消毒机消毒后的器械置于手术

台上 。 ( 2)待皮肤消毒后,将手术刀和气腹针先后

递与术者,在脐下缘以下正中处作一横切口或直切

口约 1 ～ 1.2 cm达皮下层, 刺入气腹针确定已到腹

腔内后,在巡回护士协助下建立人工气腹,直到腹内

压达到预定的压力 (一般为 15mmHg左右 ) ,即可拔

出气腹针,建立气腹的目的是使腹腔有足够的保护

性空间, 利于手术及避免损伤脏器 。 ( 3 )用直径

10 mm的套管针沿切口垂直旋转穿入腹腔后, 拔出

针芯,将 CO2气管与套管侧通道连接, 同时由套管

孔送入腹腔镜头, 为防止镜面进入腹腔内因温度高

起雾影响清晰度,可先将镜面插入碘附或 80℃左右

热水中 2 ～ 3min。在内镜的监视下, 根据手术的不

同需要, 在左右下腹部各进直径 5 mm和 10mm的

套管针。 ( 4)根据手术需传递分离钳 、剪 、电钩等,

动作要轻柔,及时清除操作器械上的血污 、焦痂等,

并注意勿将光导纤维折成锐角, 扭曲, 以免折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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