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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纳布啡注射液用于剖宫产术后镇痛对产后抑郁的影响

吴园园 、 刘建树 、 刘　磊

【摘要】目的　探讨采用盐酸纳布啡注射液进行剖宫产术后镇痛对产后抑郁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剖宫产术产妇 200 例为主要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0 例。对照组采用舒芬太尼镇痛，观察组采用盐酸纳布啡

注射液镇痛。观察比较两组产妇术后各时点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Ramsay 镇静评分（RSS）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产妇术后 �h、12h、24h、48h、�2h 时 VAS、RSS

评分较对照组低（P< 0.0� 或 P< 0.01）；观察组产妇术后 �d、�d、1�d、�0d、�0d 时 SDS 评分均较对

照组低（P< 0.01）；观察组产妇术后不良反应和产后抑郁发生率均较对照组低（P< 0.01）。结论　剖

宫产术后镇痛中采用盐酸纳布啡注射液可减轻产妇术后疼痛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率，不良反应少，安

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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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abulph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WU Yuanyuan，LIU Jianshu，LIU Lei. Xinyang Central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abulph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

s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rturient women receiving cesarean sec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100cases）was treated with nabuf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control group（100cases）was treated with sufentanil. Visual analogue pain score（VAS），Ramsay sedation 

score（RS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core，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VAS and RS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6h，12h，24h，48h and 72h after surgery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or P<0.01）. The SD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3d，7d，15d，30d and 90d（P<0.01）.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adverse reactions and post-

partum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　The use 

of nabulph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in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after cesarean section can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less adverse reactions and high safety，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ng.

【Key words】Cesarean section；Postoperative analgesia；Nabuf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Postpartum depression

在 临 床 治 疗 中 ， 产 后 抑 郁 的 发 生 率 高 达

15％～30％，是一种常见的产褥期精神综合征［1］。

近几年由于人们生活压力的增长，临床上发生产后

抑郁的产妇逐渐增多，且发病率呈不断增长趋势，

这就对产妇的产后恢复以及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

胁［2］。对于产后抑郁产妇而言，其产后严重宫缩痛、

自身精神状态与产后抑郁的发生关系密切［3］。目前

主要采取药物方式控制产后疼痛，但镇痛效果欠佳，

且极易出现各种不良反应［4］。而有研究显示，剖宫

产术后镇痛中盐酸纳布啡注射液的应用可发挥显著

效果，且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产后抑郁发生［5］。本

文旨在探讨采用盐酸纳布啡注射液进行剖宫产术后

镇痛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现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我院接

［作者工作单位］信阳市中心医院（信阳，4�4000）。

［第一作者简介］吴园园（1�82.12-），女，河南信阳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临床麻醉。

［通讯作者］吴园园（Email：wyyamanda@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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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剖宫产术后产妇 200 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入选

及排除条件［6-7］：符合剖宫产手术指征；初产妇，具

有一定认知能力，意识清楚；术前麻醉评分 1-2 级；

选择耻骨联合上方两横指处做横切口；实施腰硬联合

麻醉；术后子宫缝合方式为内置缝合法；对本次研究

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排除术后需入 ICU 治疗者；

术后出血量 >800mL 者；术中不配合者；术前 48h 内

服用阿片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等镇痛药物者；合并

胆汁淤积综合症、心脏病、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等

内科合并症者；精神疾病者；凝血功能障碍者。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0 例。

观察组产妇年龄为 20～43 岁，平均（26.3±3.7）岁；

孕周 38～41，平均（39.1±0.5）周。对照组产妇年

龄为 21～44 岁，平均（27.5±3.2）岁；孕周 38～40，

平均（39.2±0.7）周。两组产妇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入组产妇均行剖宫产手术，麻醉方式为

腰硬联合麻醉。术后对照组采用舒芬太尼（国药准

字 H20054256，规格为 0.1mg）镇痛，观察组采用

盐酸纳布啡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130127，规格为

80mg）镇痛，采用生理盐水将上述两种药物分别稀

释至 100mL，然后分别采取静脉自控镇痛的方式进

行术后阵痛，时间为 15min/ 次，2mL/ 次。

1.�　观察指标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8］（VAS）评估术后疼痛

程度：分值为 0-10 分，10 分剧烈疼痛，0 分无痛，

1-3 分轻度疼痛、4-6 分中度疼痛、7-9 分重度疼痛，

分值越低越好。采用 Ramsay 镇静评分法［9］（RSS）评

估术后镇静效果：分值为 1-6 分，烦躁、不安静为 1
分；安静合作为 2 分；可听从指令，嗜睡为 3 分；可

唤醒的睡眠状态为 4 分；对较强刺激有反应，嗜睡状

态、反应迟钝为 5 分；呼唤不醒，深睡状态为 6 分，

分值越低越好。采用抑郁自评量表［10］（SDS）评估患

者抑郁情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

高抑郁程度越高。评估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包括呼

吸抑制、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评估术后产后抑

郁发生率（SDS ≥ 45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点 VA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 6h、12h、24h、48h、72h 时

VAS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P<0.05 或 P<0.01），见表 1。
表1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点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6h 12h 24h 48h 72h

观察组 100 4.3±1.5 5.2±1.5 5.3±1.8 4.2±1.2 2.1±0.7

对照组 100 5.5±1.8 6.5±1.7 6.5±1.9 6.1±1.5 3.4±0.6

T值 2.1381 3.2014 3.8241 4.9635 3.2041

P值 0.021 0.004 0.001 0.000 0.002

2.2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点 RS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 6h、12h、24h、48h、72h 时

RSS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P<0.01），见表 2。
表2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点RS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6h 12h 24h 48h 72h

观察组 100 3.8±0.8 3.3±1.2 2.9±0.4 2.3±0.2 1.4±0.2

对照组 100 4.3±1.1 4.1±2.5 3.7±0.5 3.1±0.5 1.8±0.5

T值 4.1532 6.5124 4.0120 4.9577 3.324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段 SD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 3d、7d、15d、30d、90d 时

SDS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P<0.01），见表 3。
表3　两组产妇术后各时段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3d 7d 15d 30d 90d

观察组100 35.1±6.4 46.6±7.3 38.4±7.2 25.6±5.1 18.1±2.4

对照组100 42.7±6.9 61.3±7.5 46.2±7.4 32.5±4.8 24.6±3.5

T值 3.1025 8.6241 3.7854 4.0325 3.6259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 两组产妇不良反应、产后抑郁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不良反应和产后抑郁发生率均

较对照组低（P<0.01），见表 4。
表4　两组产妇不良反应、产后抑郁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不良反应

产后抑郁
头晕头痛 恶心呕吐 呼吸抑制总发生率

观察组100 1（1.0） 1（1.0） 0（0.0） 2.0％ 1（1.0）

对照组100 6（6.0） 7（7.0） 1（1.0） 14.0％ 14（14.0）

T值 0.0124 0.0325 0.0245 4.1205 4.6398

P值 0.758 0.852 0.962 0.000 0.000

3　讨论

近几年，由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剖宫产

率也明显增加。此种术式会引发术后创伤和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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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也会导致外周神经核中枢神经敏感性增加，

可促使产妇内脏、外周伤害性感受器更加灵敏，进

而降低其感受器阈值。对于剖宫产术后产妇而言，

疼痛属于常见且多发症状，该病症不仅会导致产妇

出现产后抑郁、情绪不稳、烦躁不安、失眠多梦等

现象，还会影响其生理性活动［11］。在剖宫产术后镇

痛中，目前广泛应用的方式为静脉自控镇痛，其优

势在于并发症少、痛苦小、操作简便等。对于剖宫

产后所致疼痛，术后镇痛使用的药物中，阿片类受

体激动剂以及非甾体类镇痛药物的脂溶性均较强，

其在乳汁中可产生较高的浓度，对术后产妇母乳喂

养存在一定影响。因此选择一种有效、安全的药物

对剖宫产产妇实施术后镇痛尤为重要［12］。作为一种

吗啡类镇痛药物，盐酸纳布啡注射液具有 2h 的半衰

期，可经代谢后发挥显著的镇痛效果，且可持续较

长的时间。在剖宫产术后镇痛中通过静脉自控镇痛

输注该药物，不仅能有效减轻产妇术后疼痛程度，

还能增强镇静效果，减轻其产后抑郁程度，从而积

极预防产后抑郁症发生［13］。本研究中发现，观察组

产妇术后 6h、12h、24h、48h、72h 时 VAS、RSS 评

分较对照组低（P<0.05 或 P<0.01）；观察组产妇术后

3d、7d、15d、30d、90d 时 SDS 评分均较对照组低

（P<0.01）；观察组产妇术后不良反应和产后抑郁发

生率均较对照组低（P<0.01）。提示剖宫产术后镇痛

中盐酸纳布啡注射液可有效镇静、镇痛，且可减轻

患者抑郁评分，降低不良反应率，安全可靠，结果

与黄长炉，林之薇［14］研究基本接近。可以发现，剖

宫产术后镇痛中盐酸纳布啡注射液对预防产后抑郁、

减轻疼痛具有积极作用和价值。

综上所述，剖宫产术后镇痛中盐酸纳布啡注射

液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可对产妇术后疼痛予以显

著减轻，且可减少产后抑郁发生率，不良反应少，

安全性高，值得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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