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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不同方式应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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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与分析舒芬太尼用于妇科术后静脉与硬膜外自控镇痛效果

及安全性。方法：选取本院 2012年 10月~2014年 3月期间所收治的 136例经

腹子宫切除术患者按照麻醉方式不同分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68例。对照组

采用经硬膜外泵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观察组采用静脉泵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

2组患者舒芬太尼负荷量为 15ug。观察 2组患者术后 4、8、16、24、48h生命

体征和舒芬太尼累积使用量及静止、活动状态下视觉模拟评分、镇静评分、不

良反应。结果：经研究发现，2组患者镇痛及镇静效果均较满意，且 2组患者

各个时间点生命体征和静止、活动状态下视觉模拟评分及镇静程度比较；2组

患者皮肤瘙痒和呕吐等不良反应率比较。对照组各个时间点舒芬太尼累积使用

量明显高于观察组；且术后 48h，对照组舒芬太尼使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结

论：相比经硬膜外泵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来说，采用静脉泵注具有相当镇痛效

果，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均具有镇痛效果好和安全性。但采用静脉泵注舒芬太

尼累积使用量少，因此更值得研究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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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ufentanil for gynecological surgery and 



intravenous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 and safety.Methods Select the hospital in 

October 2012 - which admitted in March 2014 during the 136 cases of abdominal hysterectomy 

patients grou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nesthesia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6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by epidural analgesia with sufentanil; observation group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sufentanil analgesia.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ufentanil load of 15ug. 2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 vital signs and sufentanil 4,8,16,24,48h cumulative usage and 

stationary, visual analog scale, patient satisfaction, sedation scores, adverse reaction 

active.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atisfactory analgesic and 

sedative effects, an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t various points of time vital signs and stationary, 

visual analogue score under active and sedation comparison ; 2 groups of patients and pruritus 

vomiting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 rate comparison. The control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 

Sufentanil cumulative u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after 48h,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fentanil u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epidural analgesia infusion of sufentanil, the adoption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considerable analgesic effect, and no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have 

good analgesic effect and safety. However,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sufentanil cumulative use less, 

and therefore more worthy of study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Sufentanil;Intravenous infusion;Epidural infusion;Controlled analgesia;Safety

　　术后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严重影响患者术后康复及生活质量，因此人们

逐渐认识到镇痛的重要性。据相关文献报道[1]，芬太尼硬膜外术后镇痛效果并

不优于静脉镇痛。然舒芬太尼为芬太尼的衍生物，其是一种新型阿片类镇痛药

物，具有脂溶性高和镇痛效果强等优点，因此常用于术后镇痛。本次研究为探

讨与分析术后舒芬太尼经静脉泵注与经硬膜外泵注镇痛临床效果及安全性，特

选择本院所收治妇科手术患者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为临床妇科手术镇痛选择一

种最佳镇痛方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2年 10月~2014年 3月期间所收治的 136例经腹

子宫切除术患者按照麻醉方式不同分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68例。排除术后



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功能异常、精神疾病、手术及麻醉禁忌证、中度及以上贫血、

过敏体质。既往长期服用阿片类或非阿片类镇痛药物者。本次研究方案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自愿参与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观察组男 40例，

女 28例；年龄 42~64岁，平均为(56.5±1.0)岁；身高 154~169cm，平均为

(162.3±2.4)cm；体质量平均为(63.1±4.5)kg；ASA分级：I级 54例、II级 14例；

手术时间平均为(125.4±10.6)min。对照组男 44例，女 24例；年龄 38~66岁，

平均为(57.5±1.0)岁；身高 153~166cm，平均为(160.1±1.8)cm；体质量平均为

(62.9±4.6)kg；ASA分级：I级 50例、II级 18例；手术时间平均为

(126.2±10.1)min。比较 2组患者手术时间和身高等资料，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术前 30min，2组患者肌肉注射盐酸戊乙奎醚 0.5mg、咪达唑仑

3mg。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严密监测患者心电图，并开放上肢静脉通道，快速

输注乳酸钠林格液 200~300mL[2]。于患者 L2~3或 L3~4椎间隙行腰-硬联合穿刺，

腰麻药物：0.5%重比重布比卡因 3mL(0.75布比卡因 2mL+10%葡萄糖 1mL)。术

中必要时经硬膜外导管泵注 0.75%左旋布比卡因 5~7mL。镇痛药物均为舒芬太

尼 2Lg/mL，设置相同参数，背景剂量 1mL/h，锁定时间 30min。对照组采用经

硬膜外泵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观察组采用静脉泵注舒芬太尼自控镇痛。2组

患者舒芬太尼负荷量为 15ug。术毕自主呼吸恢复，呼之睁眼后拔除气管导管。

1.3　观察指标　观察 2组患者术后 4、8、16、24、48h生命体征和舒芬太尼累

积使用量及静止、活动状态下视觉模拟评分、镇静评分、不良反应。采用

10cm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法[3]，0分：无疼痛，10分：剧烈疼痛)评估患

者静止及活动状态下手术切口疼痛情况。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SP02)、呼吸频

率(RR)、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4]。不良反应、镇静程度(采用 OAAS评

分[5]，5分：患者对正常声音户名可反应迅速，完全处于清醒状态；4分：对正

常呼吸反应迟钝，语速较缓慢；3分：仅对大声呼唤后有反应，言语模糊)。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软件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

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卡方检验。结果以 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镇痛情况及舒芬太尼使用情况　经研究发现，2组患者镇痛及镇静效果均

较满意，且 2组患者各个时间点生命体征和静止、活动状态下视觉模拟评分及

镇静程度比较(P>0.05)；对照组各个时间点舒芬太尼累积使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

(P<0.05)；且术后 48h，对照组舒芬太尼使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P<0.05)。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镇痛效果及舒芬太尼使用情况比较 ( x ±s)

指标 分组 术后 4h 术后 8h 术后 16h 术后 24h 术后 48h

观察组(68例) 3.6±1.7 3.1±1.3 2.8±1.2 3.1±1.2 2.5±1.1VAS评分

(静止状态) 对照组(68例) 3.5±1.4 3.0±1.1 2.9±1.0 3.2±1.1 2.6±1.0

观察组(68例) 6.8±3.0 7.0±2.7 6.2±2.5 5.1±1.9 4.0±1.4VAS评分

(活动状态) 对照组(68例) 7.0±2.9 7.1±2.9 6.6±2.4 5.0±1.7 4.1±1.2

观察组(68例) 68±9* 77±22* 117±30* 145±29* 215±31*舒芬太尼

使用量(ug) 对照组(68例) 45±12 93±27 157±36 196±36 299±32

观察组(68例) 3.1±0.8 2.5±0.7 2.1±0.4 1.8±0.3 1.2±0.4镇静程度

(分) 对照组(68例) 3.0±0.7 2.6±0.6 2.0±0.6 1.8±0.5 1.2±0.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生命体征　2组患者各个时间点生命体征比较(P>0.05)；见表 2。

表 1 2组患者镇痛效果及舒芬太尼使用情况比较 ( x ±s)

指标 分组 术后 4h 术后 8h 术后 16h 术后 24h 术后 48h

观察组(68例) 96±2.4 95±3.0 97±4.0 91±3.9 97±4.0
SPO2(%)

对照组(68例) 94±2.7 95±2.7 98±3.5 98±4.0 98±3.7

观察组(68例) 84±11 91±17 88±14 82±12 77±12
HR(次/min)

对照组(68例) 86±12 92±17 88±13 84±11 81±13

MAP(mmH

g)

观察组(68例) 91±13 100±16 91±10 92±10 93±10



对照组(68例) 94±11 98±18 90±12 91±11 92±11

观察组(68例) 20±1.3 19±1.7 20±1.5 19±1.6 19±1.6
RR(次/min)

对照组(68例) 21±1.7 18±1.8 21±1.7 18±1.5 20±1.5

2.3　不良反应　观察组术后皮肤瘙痒 1例、呕吐 1例、恶心 1例，不良反应率

为 8.82%；对照组术后皮肤瘙痒 2例、呕吐 1例、恶心 1例，不良反应率为

11.76%；2组患者皮肤瘙痒和呕吐等不良反应率比较(X2=1.21，P>0.05)。

3　讨论

　　术后疼痛主要是机体所受手术伤害刺激的一种应激反应，其中包括心理和

生理及行为上的一系列反应。然实施术后镇痛不仅反映出医疗技术的人道精神，

还体现出重要的生理学意义[6]。术后采取相关措施镇痛可提高患者自身防止围

手术期并发症能力[7]。经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发现[8]，实施术后镇痛则可提高患

者围手术期安全性和出院率。舒芬太尼是芬太尼 N-40噻吩基衍生物，其脂溶性

较强，同时还是芬太尼家族中镇痛效果最强的阿片类药物。舒芬太尼同其他阿

片类药物一样，其可通过硬膜外及静脉等途径给药[9]。近年来，随着对舒芬太

尼不断深入研究，其于临床中应用范围也逐渐增加。静脉泵注自控镇痛主要是

根据患者个体需求进行持续而稳定地将药物注入患者血液中，然后经患者血液

循环透过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的 u受体相结合，最终发挥其中枢性镇痛效

果[10]。

　　由于舒芬太尼脂溶性强，经硬膜外腔给药时易被硬膜外周脂肪组织摄取，

使之效价降低，因此当硬膜外使用时其效价仅芬太尼的 4~6倍[8]。静脉泵注是

阿片类药物常用镇痛给药途经之一。经相关研究发现[11]，临床采用脂溶性较高

的芬太尼采用静脉与硬膜外镇痛，结果发现 2种方式泵注所使用芬太尼用量和

4h后血药浓度计镇痛效果等比较无明显差异性。因此而说明采用硬膜外泵注芬

太尼镇痛主要是全身作用的结果，脊髓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12]。本次研究中，

2组患者镇痛及镇静效果均较满意，且 2组患者各个时间点生命体征和静止、

活动状态下视觉模拟评分及镇静程度比较；因此而说明不管采用硬膜外还是静

脉泵注舒芬太尼，其均可取的较好镇痛效果，且术后患者各个时点血压和呼吸



及脉搏均处于正常范围内，血氧饱和度均>95%，所以说明不管采用硬膜外还是

静脉泵注舒芬太尼，其均具有一定安全性。2组患者皮肤瘙痒和呕吐等不良反

应率比较，进一步说明 2组患者术后发生恶心和呕吐及皮肤瘙痒等几率无明显

差异性，同时也说明舒芬太尼经 2种方式泵注舒芬太尼是安全的。对照组各个

时间点舒芬太尼累积使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且术后 48h，对照组舒芬太尼使

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由此可间接推测硬膜外舒芬太尼镇痛主要是通过血液吸

收后全身作用的结果，而直接通过与脊髓的阿片类受体结合所发挥的镇痛作用

极其有限。由于其亲脂性强，部分舒芬太尼可能存留于硬膜外脂肪而没有吸收

人血，所以，硬膜外泵注累积舒芬太尼用量高于静脉泵注。

　　综上所述，硬膜外泵注舒芬太尼主要是经血液吸收后全身作用产生镇痛效

果，而直接通过与脊髓的阿片受体结合所发挥的镇痛作用有限。因此，临床选

择硬膜外泵注舒芬太尼镇痛无必要，然采用静脉泵注舒芬太尼，其同样可取的

较好镇痛效果，且用药较少，同时还无硬膜外穿刺等并发症，减轻患者痛苦。

参考文献

[1]张帆,章杭,李丰.地佐辛联用舒芬太尼对妇科术后镇痛效果的临床观察[J].中国

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12,17(3):682-685.

[2]浦鹏飞,谢玉波,桑达,等.左旋布比卡因复合不同剂量舒芬太尼术后硬膜外自控

镇痛临床对比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2,9(23):72-74.

[3]唐轶洋,张兴安,阳婷婷,等.舒芬太尼与芬太尼用于术后硬膜外自控镇痛的系统

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2,12(12):1489-1496.

[4]王春雨,邹春华.布托啡诺复合舒芬太尼用于妇科术后静脉镇痛的效果观察

[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0,3(22):76-77.

[5]陈榕,夏中元,孟庆涛,等.地佐辛与舒芬太尼用于术后静脉自控镇痛临床效果的

Meta分析[J].热带医学杂志,2014,14(6):805-810.

[6]朱军,陈舒梅,陈富超,等.盐酸曲马多联合舒芬太尼术后静脉自控镇痛随机对照

试验的 meta分析[J].职业与健康,2014,30(13):1788-1790.



[7]谢仁峰,文双娥,李洋,等.柚皮苷抗炎镇痛作用的实验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医学版),2011,8(4):5-8+12.

[8]吴素珍,欧阳文.帕瑞昔布用于脊柱手术病人超前镇痛的临床研究[J].湖南师范

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9(2):63-66.

[9]裴远宾.芬太尼术后静脉和硬膜外患者自控镇痛疗效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医

学专业),2011,13(15):57.

[10]张宁平,潘志强,刘庆.子宫切除术后两种舒芬太尼镇痛方法的疗效观察[J].华

南国防医学杂志,2011,25(3):196-198.

[11]雷钟,刘亚华,段惠洁,等.经静脉与硬膜外两种自控镇痛方式效果的系统评价

[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9,9(8):880-886.

[12]方永珍,丘小青.静脉与硬膜外泵注芬太尼患者自控镇痛的临床应用[J].海南医

学院学报,2009,15(9):1154-1156+1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