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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远远超过对其他方面的需求。 

同样，前 l0位家庭康复需求未满足的项 目中， 

以康复信息、他人支持和功能训练指导为主，提示了 

患者对康复需求最高百分率的项 目，同时也是康复 

需求未满足百分率高的项目。从需要康复信息排第 

二，行走训练和关节功能训练分别排第三和第四位， 

而“需要医务人员的帮助”位于家庭康复需求未满 

足的第一位的结果说明，患者认为术后能重新恢复 

行走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如何处理术后并发症带 

来的问题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提示老年股骨颈骨折 

术后缺乏的正是系统的、专业的康复指导，缺乏来自 

医务人员的帮助和支持。此现状 国内已有相关 

报道 。 

3．5 对护理工作的启示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术 

后睡眠质量的好坏是反映家庭康复的敏感指标，可 

反映患者生理、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后可对影 

响睡眠的因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康复需求满足程度 

对康复有影响，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手术方式、术 

后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康复需求，针对性地制定患 

者的出院健康教育和功能康复计划；社区工作人员 

应根据患者的需要，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项目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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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康复指导；同住者和主观支持对老年人的家庭康 

复起重要的作用，医务人员应提醒患者及家属术后 

3个月是行走功能康复的重要阶段，帮助患者充分 

利用社会各方面所给予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 

支援，获取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抑郁症状明显阻碍功 

能康复，要加强心理护理，避免抑郁的发生和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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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硬联合麻醉分娩镇痛术后不良反应的观察及护理 

黄 蕙。桂 芳 

[摘要]目的：探讨腰硬联合麻醉(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CSEA)分娩镇痛术后的不良反应及有效的护理措施。方 

法：采用 CSEA分娩镇痛的产妇 130例为观察组，无分娩镇痛的产妇 130例为对照组。观察两组产妇术后会阴切口疼痛情况 

及尿潴留和低血压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产妇术后会阴切口疼痛、尿潴留和低血压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结 

论：CSEA分娩镇痛存在不足之处，临床上应加强术后观察，积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防止和减少因分娩镇痛引起的不良反应。 

[关键词]分娩；镇痛 ，产科；不 良反应；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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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硬 联 合 麻 醉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CSEA)分娩镇痛(无痛分娩)，是目前运 

用最广泛、效果比较理想的一种分娩方式，减轻了产 

妇分娩过程中的恐惧及疼痛，降低了剖宫产率。我 

科于2008年12月开始应用无痛分娩，深受广大产 

妇及家属的欢迎，但在术后的护理中发现，无痛分娩 

与正常分娩相比，产妇会阴切口疼痛加剧，尿潴留和 

低血压发生率较高。现将l临床观察及护理体会作一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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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 l2月至2009年2月在我 

科住院分娩的足月妊娠、初产、单胎、头位、无合并 

症、无阴道分娩及麻醉禁忌证，年龄22～35岁，孕周 

37—41̈ 周，自愿要求分娩镇痛前提下再经严格筛 

选的 130例产妇作为观察组，随机抽取同等条件无 

分娩镇痛的 130例产妇为对照组。两组产妇的年 

龄、孕周、产后出血量等均具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产妇产程进入活跃期，子宫口开 

达3 cm时，左侧卧位，经 L：一，或 L3一 椎间隙行硬膜 

外穿刺成功后，通过硬膜外穿刺针置人25 G腰穿针 

行蛛网膜下腔穿刺，鞘 内注入 0．2％罗 哌卡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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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l，取出腰穿针头，向头端置入硬膜外导管 3～ 

4 cm，孕妇取平卧位，调整麻醉平面在 Tm以下，接微 

量泵持续注入镇痛药液(0．2％罗哌卡因 9。6瑚l+ 

芬太尼 70 m1)5 ml／h，分娩结束拔管即可。在进行 

麻醉的同时，建立静脉通道输液，持续心电监护及电 

子胎心监护。对照组除不给予麻醉处理外，其余同 

观察组。观察两组产妇术后切 口疼痛程度、尿潴留 

和低血压的发生率。 

1．3 判定标准 

1．3．1 疼痛判定标准  ̈ I级：无痛或稍感不适， 

活动自如，无汗或微汗。Ⅱ级：轻度疼痛可以忍受， 

出微汗。Ⅲ级：中度疼痛，难以忍受，辗转不安，合作 

欠佳，出汗伴肢冷。Ⅳ级：重度疼痛，不能忍受，叫嚷 

不安，出汗伴肢冷。 

1．3．2 尿潴留的诊断 产后6 h内未能顺利排尿， 

采用诱导排尿、针刺穴位等方法仍无效，肌内注射新 

斯的明30 min后仍未能自解小便者，在无菌操作下 

留置导尿，并诊断为产后尿潴留。 

1．4 护理 

1．4．1 切口疼痛 勤洗会阴，勤换会阴垫，保持会 

阴部的清洁干燥；会阴水肿时，给予 50％硫酸镁外 

敷，必要时行会阴切 口理疗；切 口疼痛剧烈者，可用 

镇痛剂，促进切口愈合。 

1⋯4 2 尿潴留 术后鼓励产妇多饮水，督促产妇应 

于产后6 h内排尿；对会阴切口疼痛不愿或不敢排 

尿的产妇，做好心理护理，解除思想顾虑，协助其排 

尿；对尿意不明显，膀胱内已经充满尿液的产妇，给 

予热敷按摩膀胱底部、听流水声等方法诱尿。经上 

述处理无效者，可肌肉注射新斯的明 1 mg，30 min 

后仍未能自解小便者，在无菌操作下留置导尿。 

1．4．3 低血压 产后 24 h内一般不鼓励产妇下床 

行走，根据情况适当床边活动，但注意缓慢适应地转 

变体位。床旁解尿时，分步骤下床，如可以先半卧位 

5～10 rain，然后改坐位并使双腿床边下垂适应片刻 

后下床，以防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直立时应注意检 

查产妇下肢运动能力，产妇行走应有人陪伴，以免因 

头晕而摔倒；低血压一旦发生立即平卧位，供氧；对 

麻醉所致的外周血管扩张而引起的血压下降，主要 

采用扩容和血管收缩药，麻醉前首先开放上肢静脉， 

快速输入 500 ml液体，增加血容量；若收缩压小于 

基础值的30％或低于90 mmHg时，应静脉注射麻黄 

碱 15～20 mg ，以收缩血管，维持血压。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观察组产妇术后切口疼痛的程度、尿潴留和低 

血压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 1～3)。 

表 1 两组产妇术后切口疼痛程度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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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产妇术后尿潴留发生率比较(n) 

表 3 两组产妇术后低血压发生率比较(n) 

3 讨论 

本文观察组会阴切 口疼痛加剧，主要是因为麻 

醉减轻了分娩过程中的子宫收缩痛及会阴切口缝合 

痛，术后2 h回到病房，麻醉镇痛作用逐渐消失，产妇 

对会阴切口疼痛的敏感性增加；正常分娩经历了分娩 

过程中剧烈的子宫收缩痛和会阴切口缝合痛，产妇对 

术后疼痛的敏感性降低，切口疼痛感觉反而减轻。 

观察组尿潴留发生率增高的原因，主要是分娩 

过程中膀胱受压所至的黏膜水肿充血、肌张力降低； 

术后会阴切口疼痛，产妇不愿意或不敢排尿；支配膀 

胱的副交感神经很细，对麻醉药很敏感，阻滞后恢复 

较晚 j，影响了排尿反射初级中枢，使膀胱逼尿肌 

和内括约肌暂时失去功能，干扰了生理性排尿功能， 

即使膀胱内充满尿液，尿意仍不明显，时间长，容易 

产生排尿困难，从而增加尿潴 留的发生率。有文 

献 报道由于镇痛药物有抑制膀胱逼尿肌的收缩 

作用等原因，而导致 6％ ～53％的产妇出现尿潴留。 

观察组血压下降发生率增高主要是由于椎管内 

麻醉阻滞了腰以下的感觉运动及交感神经，小动脉 

扩张肌松弛，毛细血管及小静脉舒张，致腹部及下腔 

静脉扩张，血液存留于腹部及下肢，血管血容量增 

加。麻醉区域血管扩张，回心血量减少，心排血量降 

低，导致血压下降 J。周围血管舒展所致的直立性 

低血压是所有麻醉药的副作用 。 

由此可见，实行 CSEA分娩镇痛并非绝对安全， 

须认真做好分娩镇痛的宣教工作，合理选择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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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的时机，调节好镇痛药物的浓度。实行过 

程中必须由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专门看护，认真仔细 

地观察病情，早期识别不良反应、及时处理，并予以 

科学、正确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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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气道湿化效果观察及护理 

金翠敏，戴如玲 

· 护理 学 · 

[摘要]目的：比较 2种不同气道湿化方法对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呼吸道感染发生的影响。方法：将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 

的6O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 3O例使用单纯滴药法湿化气道，观察组 3O例使用滴药、雾化交替法湿化气道。比较2种 

方法湿化气道的不同疗效。结果：观察组体温控制、PaO：升高、痰液量减少、痰培养及胸部 x线片结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气管切开术后呼吸道感染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采用滴药、雾化交替法比 

单纯滴药法更有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可提高 PaO ，有效预防呼吸道感染的发生，保障气道安全。 

[关键词】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呼吸道感染；气道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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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咳嗽和吞咽反射减弱，口 

腔及呼吸道分泌物增多。如果不及时清除极易发生 

误吸或坠积性肺炎，进而加重脑缺氧乃至死亡 ]。 

因此，临床上常常为这些患者实施气管切开术。但 

是由于气管切开后，丧失了呼吸道对吸入气体的加 

温、加湿作用，吸人干燥气体使呼吸道水分大量丢 

失，造成呼吸道黏液清除能力下降，分泌物黏稠及分 

泌物积聚，甚至造成肺不张、气道阻塞l2 J。气道湿 

化是人工气道管理的主要环节，其效果直接影响人 

工气道护理的质量。2007～2009年，我们对颅脑损 

伤气管切开术后患者实施滴药、雾化交替法湿化气 

道，在预防和减少呼吸道感染方面收到良好效果，现 

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急救中心和神经外科收治的 

颅脑损伤患者60例，男43例，女17例；年龄 16～57 

岁。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4—10分。纳入标 

准：明确头部外伤史并且 CT显示明显颅脑损伤。 

其中脑挫裂伤 16例，颅 内血肿 40例，脑干损伤 

4例。采用前瞻性随机抽样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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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每组 30例。2组患者既往健康、无呼吸道感 

染病史、营养状况良好。人院后抗生素应用情况具 

有可 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单纯滴药法，即每小时从气管 

套管口滴人湿化液(无菌蒸馏水)10 ml。 

1．2．2 观察组 采用滴药、雾化交替法，即前 3 h 

每小时从气管套管口滴人湿化液 10 ml，第4 h行超 

声雾化吸入 1次，时问为20 min。雾化液的配制：无 

菌蒸馏水 40 ml+仅糜蛋白酶 4 000 U+庆大霉素 

8万 U。第5 h再从气管套管 口滴人湿化液 10 m1， 

依次类推，交替进行。 

1．3 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 (1)体温 >37．5℃； 

(2)呼吸道有脓痰且痰液量增多；(3)痰培养呈阳 

性，胸部 x线片出现持续性浸润；(4)动脉血氧分压 

(PaO )下降 >15％超过48 h。 

1．4 实验条件 室温20—22 o【=，相对湿度60％ 一 

80％。实施保护性隔离，统一使用 l0号气管套管； 

雾化器的雾量旋钮调至5档；一次性吸痰管外径不 

超过插管内径的一半。 

1．5 护理措施 气管切开术后的护理：(1)将患者 

床头抬高 30。～45。，加强基础护理，包括每天口腔 

护理2次，会阴护理 2次。(2)妥善固定套管以防 

脱管，套管采用双带法固定，松紧以能塞一手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