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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护士产程调试在分娩镇痛中的应用价值

高摇 平,汤园园,张树波,周春旺,韩晓亮,高晓增

[摘要]目的:探讨麻醉护士产程调试对分娩镇痛产妇的应用价值。 方法:将 100 例无痛分娩的产妇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按

照分娩镇痛常规护理,支持组给予产妇分娩镇痛围产程期麻醉护士的产程调试,记录并比较 2 组产妇的疼痛程度(宫口开全

时)、静脉镇痛泵平均进药总量、按压次数及产程时间。 结果:支持组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P < 0. 05);支持组静脉镇痛泵平均

进药总量及按压次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支持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用时均短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而
第三产程用时较对照组产程并未缩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麻醉护士对分娩镇痛产妇全程产程调试可以提

高产妇分娩镇痛效果,减少静脉镇痛药物用药量,缩短产程时间,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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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tage debugging of anesthesia nurses in labor analgesia
GAO Ping,TANG Yuan鄄yuan,ZHANG Shu鄄bo,ZHOU Chun鄄wang,HAN Xiao鄄liang,GAO Xiao鄄ze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Hebei 0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tage debugging of anesthesia nurses in labor analgesia. Methods:
One hundred puerperas with painless childbirt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support group according to the labor
analgesia. The control group and suppor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perinatal stage debugging of anesthesia nurses
in labor analgesia,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pain(at full dilatation of portio),average total amount of drugs by intravenous analgesia,
press time and duration of labor in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The degree of pain,average total amount of drugs
by intravenous analgesia and press time in suppor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ura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of labor in support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nd P < 0. 05),but the duration
of the third stage of labor did not shorten in support group. Conclusions:The stage debugging of anesthesia nurses in labor analgesia can
improve the childbirth analgesia effect,reduce the dose of intravenous analgesia drug and shorten labor time,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
[Key words] labor;analgesia;labor debugging;anesthesia nurse

摇 摇 分娩疼痛是指孕妇在生产时因其子宫收缩、宫
口扩张和胎先露下降引起的持续性的、难忍受性的

疼痛[1]。 分娩镇痛术是在产妇分娩过程中,为降低

产妇产能而提高产妇安全的一种措施[2]。 麻醉护

士掌握麻醉基本理论和技术、分娩镇痛术的操作及

基本原理与常见合并症的抢救措施,能进行详尽的

分娩镇痛知识宣教[3]。 本研究选取我院产科收治

的 100 例无痛分娩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中 50
例产妇予以麻醉护士围产期产程调试,取得满意效

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院产科 2016 年 2 – 4 月足

月单胎头位妊娠的初产妇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主
动要求进行无痛分娩且无麻醉禁忌证和高危因素。
年龄 22 ~ 38 岁;孕周 37 ~ 41 周;受教育程度:本科

及以上 45 例,大专 20 例,高中及中专 20 例,初中 10
例,小学 5 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支

持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行产房分娩镇痛常规护理,
支持组在此基础上由麻醉护士实施围产程期产程调

试,2 组产妇在孕周、年龄、学历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仪器和药物 摇 病人自控电子镇痛泵(爱普科

学仪器江苏有限公司,DDB鄄I鄄B 型微电脑电动注药

泵);多功能心电监护仪(武汉盛世达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iMEC6 型;多普勒胎心监护仪(临沂市康平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BF鄄560 型。 瑞芬太尼(湖北宜昌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101204)。 药物浓度

配比:1 mg 瑞芬太尼 + 100 mL 0. 9%氯化钠注射液

注入自控镇痛泵内,浓度为 10 滋g / mL,背景剂量 8
~ 10 mL / h,自控量 4 mL,锁定时间 3 min,宫口开全

后停止镇痛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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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产程调试方法摇 对照组采取分娩镇痛常规护

理,待产妇宫口开至 3 cm 进入产房,进行胎心监护,
静脉留置针开放静脉,连接镇痛泵按照预先设置给

予静脉自控镇痛,进入第二产程停止用药。 助产士

观察产妇宫缩、阴道出血量及胎儿情况。 支持组在

此基础由麻醉护士围绕产妇进行分娩前、分娩中、分
娩后产程调试。
1. 3. 1摇 分娩前摇 麻醉护士主动与临产妇沟通交流,
详细介绍分娩生理过程,主要分为三个产程:第一产

程从宫口扩张直到宫口开全(瑞芬太尼静脉镇痛泵

主要应用在此阶段);第二产程为子宫口开全至胎

儿娩出;第三产程为胎儿娩出后至胎盘排出阴道。
分娩镇痛原理是通过应用药物及非药物方法减轻或

解除产妇分娩时的疼痛,对母婴安全可靠。 讲解分

娩镇痛应用方法、应对措施及安全性,分娩镇痛术是

产妇生产过程中疼痛程度的明显降低和舒适感的增

加,而不是分娩时没有一点疼痛感觉,并指导产妇正

确对待宫缩引起的疼痛,用轻缓、温柔的语调告诉临

产妇所使用的麻醉药物用量少,经胎盘吸收的药量

就更少,而且瑞芬太尼在产妇和胎儿的体内代谢率

高,对母亲及胎儿无不良影响,来减轻产妇的焦虑、
紧张情绪,请产妇放心。
1. 3. 2摇 分娩中摇 麻醉护士全程陪护产妇,以亲切、
和蔼的态度与之交谈,使产妇心情愉悦从而更好地

配合医务人员;了解产程进展、宫缩情况及疼痛程

度,密切观察产妇生命体征变化,如有呼吸频率减

慢,血氧饱和度下降,及时调整镇痛药的输注速度或

者暂停,给予面罩进行吸氧;如有呼吸抑制发生,应
采取简易呼吸器加压给氧,同时暂停药物输注。 麻

醉护士监控静脉镇痛药实时剂量和追加次数,认真

听取产妇的主诉,对产妇的主观疼痛感觉做出正确

客观的评估,并评估镇痛药物所产生的作用,既要使

产妇获得较好的镇痛效果,还必须确保产妇分娩过

程顺利进行。 根据产妇疼痛程度及时调节镇痛泵输

注速度。 宫口近开全时停止注入麻醉药物,以逐渐

恢复孕妇对宫缩的感觉,防止第二产程延长。 同时

请经历过无痛分娩的产妇讲解成功经验,通过榜样

的宣传可以增强产妇无痛分娩的信心。 备好新生儿

用物及各种抢救器械,正确进行新生儿 Apgar 评分。
1. 3. 3摇 分娩后摇 对于有侧切伤口或软产道裂伤的

产妇,胎儿娩出后要重新开启镇痛泵,并追加药量至

会阴缝合完毕撤下镇痛泵,以保证产妇镇痛的连续

性。 鼓励产妇早日下床活动,在产房留观 2 h,并把

母婴平安送回产后休养室。
1. 4摇 评分标准摇 (1)疼痛评级标准[4]。 0 级:无痛,

稍感不适或腰酸;玉级:腰轻微酸痛,无汗或微出汗,
睡眠无影响;域级:腰痛明显伴汗出,可忍受,呼吸急

促,睡眠轻微影响;芋级:腰痛强烈,不可忍受,大声

呼喊,辗转无法睡眠。 (2)观察产妇镇痛泵使用情

况。 (3)产程时间。 第一产程为规律宫缩至宫口开

全的时间,第二产程为宫口开全至胎儿娩出的时间,
第三产程为胎盘娩出的时间。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产妇分娩疼痛程度、镇痛泵实时记录情况

比较摇 支持组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P < 0. 05);支
持组静脉镇痛泵平均进药总量及按压次数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产程疼痛程度及镇痛泵实时记录情况比较[n;
百分率(% )]

分组 n
产程疼痛程度

摇 0 级摇 摇 玉级摇 摇 域级摇 摇 芋级摇
镇痛泵实时记录情况

平均进药总量 / mL摇 按压次数摇

支持组 50 34(68. 0) 13(26. 0) 3(6. 0) 0(0. 0) 48. 3 依 15. 4 2. 3 依 1. 2
对照组 50 21(42. 0) 16(32. 0) 9(18. 0) 4(8. 0) 60. 3 依 17. 4 3. 9 依 1. 0

字2 — 10. 38 3. 65* 7. 24*

P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2. 2摇 2 组产妇产程时间比较摇 支持组第一产程、第
二产程用时均短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
而第三产程用时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2)。

表 2摇 2 组产妇产程时间比较 (x 依 s)

分组 n 第一产程 / h 第二产程 / min 第三产程 / min

支持组 50 9. 2 依 1. 1 51. 76 依 13. 68 7. 57 依 4. 35
对照组 50 10. 4 依 1. 3 59. 12 依 18. 59 8. 21 依 6. 97

t — 4. 98 2. 25* 0. 55*

P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分娩镇痛术是利用现代医学方法缓解或消除产

妇分娩过程中的疼痛症状,以安全完成自然分

娩[5]。 目前我国剖宫产率高达 50% ,分娩镇痛率却

不足 1% [6]。 影响我国无痛分娩实施有以下因素:
医护人员对开展无痛分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了

解镇痛原理及镇痛效果安全性;产妇及家属缺乏无

痛分娩知识;我国大部分医院麻醉医师人员编制是

根据手术台数量来配比,每日应付日常手术已经是

人源紧张,应付分娩镇痛工作更是无暇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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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芬太尼应用于腰麻 -硬膜外联合阻滞麻醉分

娩镇痛,虽然具有操作技术成熟、药物起效快、镇痛

效果好、持续时间长等优点,但属于有创性操作,需
要进行硬膜外腔穿刺,损伤较大且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孕妇常出现恶心呕吐、皮肤瘙痒、骨骼肌强直、穿
刺点疼痛及咽部痉挛等不良反应,产妇往往惧怕该

穿刺方式,从而影响了舒芬太尼腰麻 - 硬膜外联合

阻滞在分娩镇痛上的应用。 而瑞芬太尼静脉自控给

药是近年来临床应用的一种新型分娩镇痛方式,为
孕妇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分娩镇痛方法,其操作简

便、起效快、镇痛效果好、人体内代谢率高,即使长时

间输注,也不存在蓄积风险,虽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但在胎儿体内可进行快速代谢,为母婴提供安

全保障,适合静脉自控分娩镇痛[7],但瑞芬太尼使

用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心率减慢和呼吸抑制,常规

的产科护理无法达到静脉分娩镇痛监护和管理的需

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麻醉护士熟悉药物不良

反应和监护处理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加强了对瑞芬

太尼静脉自控镇痛分娩的监护与管理[8],严密监测

母亲及胎儿状况,可以及早发现产妇在分娩镇痛中

的异常情况,保证了产妇镇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并随时知晓产妇镇痛的需求,有效地减轻了产妇

分娩痛,加速产程进展,对药物过量导致的产妇的呼

吸、循环抑制和胎儿的宫内抑制能及时发现[9],与
以往的非专业人士管理相比,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产

妇和胎儿生命安全。
本研究结果表明,支持组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

支持组静脉镇痛泵平均进药总量及按压次数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减少了静脉麻醉药物应用剂量和产妇

自控镇痛泵按压次数;支持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用

时均短于对照组,最大化地缩短了产程时间。 因此,

麻醉护士对无痛分娩产妇进行围产程期产程调试,
对产妇进行分娩镇痛的健康宣教,并全程陪伴在产

妇身边直至其顺利生产,指导并管理产妇应用瑞芬

太尼静脉自控镇痛分娩,可有效地减轻或消除产妇

分娩镇痛过程中疼痛感,增强产妇自然分娩的信心,
使产妇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顺利安全地生产,确保

了产妇和胎儿生命安全,同时降低了麻醉医生工作

量,保证了护理的完整性[10],提高了产妇对医护人

员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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