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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多模式镇痛在腹腔镜胃癌手术疼痛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何金茹ꎬ刘红霞ꎬ王贵和ꎬ朱

( 铜陵市人民医院ꎬ安徽
【 摘要】

婷

铜陵ꎬ２４４０００)

目的:探讨多模式镇痛在腹腔镜胃癌手术疼痛管理中的临床效果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收治

的 ４０ 例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ꎬ另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４０ 例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作为试验组ꎮ 对照组
行常规疼痛管理措施ꎬ试验组在接受常规疼痛管理措施的基础上ꎬ施行多模式镇痛方案ꎮ 采用数字评分法( ＮＲＳ) 评估患者静
息及活动状态的疼痛ꎬ采用中文版功能活动评分法( ＦＡＳ) 评估患者活动时的疼痛ꎬ并根据评估结果实施多模式镇痛方案ꎮ 结

果:试验组患者术后 ８ ｈ、１６ ｈ、２４ ｈ、３２ ｈ、４８ ｈ、７２ ｈ 静息 ＮＲ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试验组术后 ３ ｄ

内 ＦＡＳ 等级评价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试验组活动 ＮＲ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
试验组术后总活动时间、距离、活动频次均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试验组术后首次排便时间短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多模
式镇痛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ꎬ提高疼痛管理质量ꎬ增强术后活动的积极性ꎬ加快康复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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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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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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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中有 ９１.４％的患者经历了中度到重度

的疼痛 ꎬ随着加速康复外科的发展ꎬ术后疼痛管
理理念已从“ 缓解疼痛” 转为“ 控制活动性疼痛ꎬ促
进术后早日下床活动” [２] ꎬ临床在疼痛管理方面也
进行了努力ꎬ但仍有 ５０％ ~ ７０％ 的外科手术患者的
[１]

疼痛未得到有效管理 [３] ꎬ尤其患者活动时ꎮ 对外科
手术患者进行有效镇痛ꎬ不仅能降低疼痛发生率ꎬ还

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ꎮ 为加速术后康复ꎬ减少患者
由于疼痛引起的心理及生理应激ꎬ并降低并发症发
生率ꎬ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推荐多模式镇痛进行患者
疼痛管理 [４] ꎮ 多模式镇痛是联合使用不同作用机
制、不同给药途径的镇痛方式ꎬ通过药物间的协同与

互补作用来保证确切的镇痛效果 [５] ꎮ 多模式镇痛
在骨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等手术的镇痛中取得了积

基金项目:安徽省铜陵市卫生科研项目( 卫科研[２０１８]２２ 号) ꎻ安徽省铜陵市卫生科研项目( 卫科研[２０１５]１２ 号)
作者简介:何金茹(１９７３—) 女ꎬ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ꎬ主管护师ꎬ主要从事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方面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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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疼痛的定义ꎬ活动性疼痛的评估及其重要性ꎬ中文版
功能活动评分表的用法及其注意事项ꎬ活动性疼痛的控制目
标及干预措施ꎮ 培训对象为科室全体护士ꎬ由护士长统一进

资料与方法

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收治的 ４０

临床资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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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价值 [６￣７] ꎮ 因此ꎬ本研究拟探讨多模式镇痛方案在
１

外

行考核ꎬ需人人过关ꎮ

例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ꎬ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３.２

者年龄、性别、ＢＭ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ꎬ具有可比

措施ꎬ术后采用胸段硬膜外持续镇痛( 麻醉科个体化配制) ꎬ

７ 月收治的 ４０ 例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作为试验组ꎬ两组患
性ꎮ 见表 １ꎮ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ꎮ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ｘ±ｓ)
性别( ｎ)

组别

男

１３

研究方法

( 岁)
６１.２３±７.５２

( ｋｇ / ｍ２ )
１８.２３±２.６３

０.９８７

０.６９８

５７.２５±６.９５

０.０００

Ｐ值

１.２.１

１２

２７

试验组
ｔ / χ２ 值
１.２

女

２８

对照组

０.８６５

纳入与排除标准

ＢＭＩ

年龄

０.７７４

１９.２４±１.９６
０.４５８

纳入标准:(１) 确诊行腹腔镜胃癌

手术ꎻ(２) 患者知情同意并愿意配合试验方案ꎻ( ３) １８ ~ ７５
岁ꎻ(４) 均由同一组医生施术ꎮ 排除标准:( １) 有精神病史或
严重智力、认知障碍ꎻ(２) 沟通障碍ꎬ不能准确表达ꎻ( ３) 对疼
痛药物过敏ꎮ

１.２.２

１.３.２.１

干预内容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术前不进行任何预防疼痛的

并由责任护士采用 ＮＲＳ 量表对其进行静息性疼痛评估ꎬ具

体评估时间为术后 ８ ｈ、１６ ｈ、２４ ｈ、３２ ｈ、４８ ｈ、７２ ｈꎬ护士将评
估结果记录于患者护理记录单中ꎬＮＲＳ>４ 时ꎬ指导患者增加
镇痛泵按压频率ꎮ 此后 ０. ５ ｈ 或 １ ｈ 再次评估患者疼痛情

况ꎬＮＲＳ 得分持续>４ 时ꎬ及时反馈给医生ꎬ遵医嘱进行干预ꎬ
直至疼痛 ＮＲＳ 评分控制在≤４ 分ꎮ

１.３.２.２

试验组

术前预防给药:( １) 术前晚 １９:００ 及手术

当天 ０７:００ꎬ氨酚羟考酮片 １ 片 / ｐｏ / ｓｔꎻ( ２) 术前 ２ ｈꎬ０.９％ 生
理盐水 １００ ｍＬ＋氟比洛芬酯 ５０ ｍｇ / ｉｖｇｔｔ / ｏｎｃｅꎮ 术中缝皮前
于切口注射罗哌卡因浸润( ７５ ｍｇꎬ２０ ｍＬ) ꎮ 术后胸段硬膜

外持续镇痛( 麻醉科个体化配制) ꎮ (３) 术后 ８ ｈ、１６ ｈ、２４ ｈ、

３２ ｈ、４８ ｈ、７２ ｈꎬ患者静息性疼痛 ＮＲＳ 评分在 ７ 分以上时ꎬ遵
医嘱予以 ０.９％ 生理盐水 １００ ｍＬ＋氟比洛芬酯 ５０ ｍｇ / ｉｖｇｔｔ /

ｑ１２ ｈ / 术后 １ ~ ３ ｄꎬ术后第 ４ 天根据 ＮＲＳ 评分评估疗效ꎬ如

ＮＲＳ<７ 分ꎬ则改为氨酚羟考酮片 １ 片 / ｐｏ 或鼻饲 / ｂｉｄꎻ术后第

研究工具

以患者

５ ~ ６ 天ꎬ如果 ＮＲＳ≤４ 分ꎬ可停用该医嘱ꎮ (４) 如果患者卧床

区域ꎬ每个区域有相对应的数字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ꎬ０ 代

则予以吲哚美辛 １ 枚 / 纳肛 / ｓｔꎬ如 ＦＡＳ 为 Ｃ 级或 Ｂ 级且 ＮＲＳ

１.２.２.１

数字评分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ＮＲＳ)

为主体的疼痛强度评估工具

[８]

ꎬ将一条直线分成 ０ ~ １０ 十个

表无痛ꎬ１０ 代表剧烈疼痛ꎬ中间区域依次对应疼痛的不同程

度 [９] ꎮ 疼痛划分标准:１ ~ ３ 分为轻度ꎬ４ ~ ６ 分为中度ꎬ７ ~ １０
分为重度ꎮ 目前国内尚无用于评估术后活动性疼痛的专用
工具ꎬＮＲＳ 的信效度较好 [１０￣１１] ꎬ因此术后最为常用ꎮ

１.２.２.２

中文 版 功 能 活 动 评 分 法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ꎬ

ＦＡＳ)

此量表是成燕等 [１２] 课题组在征得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质量控制委员会同意后ꎬ将 ＦＡＳ 翻译成中文ꎬ并在我国
科研与临床中应用ꎬ通过翻译及回译ꎬ形成中文版 ＦＡＳ:Ａ 级
为疼痛完全未限制功能活动ꎬＢ 级为疼痛轻度限制功能活
动ꎬＣ 级 为 疼 痛 严 重 限 制 功 能 活 动ꎮ 该 评 估 工 具 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ｓ α 为 ０.９８ꎬ效度为 ０.９４ꎮ 该量表是以医护人员为应用
主体的客观评估工具ꎬ判断患者功能活动受疼痛影响的程
度ꎬ应用方法:医护人员请患者开展某项功能活动如有效咳
嗽、床上翻身、下床行走等ꎬ观察其完成情况ꎬ然后进行等级
评定

[１３]

１.２.３

ꎮ

结局指标

(１) 疼痛评分ꎬ术后 ８ ｈ、１６ ｈ、２４ ｈ、３２ ｈ、

４８ ｈ、７２ ｈ 两组患者静息性 ＮＲＳ 评分及活动时 ＮＲＳ 评分、
ＦＡＳ 等级ꎻ(２) 患者术后 ７２ ｈ 总活动时间、距离、活动频次及
术后首次排便时间ꎮ

１.３

１.３.１

研究内容

３４０

人员培训

主要培训内容为多模式镇痛的含义ꎬ术后

时疼痛不明显ꎬ但下床活动时 ＦＡＳ 评级为 Ｂ 级且 ＮＲＳ≤７ꎬ
>７ 分时ꎬ予以 ０.９％生理盐水 ５０ ｍＬ＋氯诺昔康 ８ ｍｇ / ｉｖｇｔｔ / ｓｔ

(１５ ｍｉｎ) ꎻ直至控制 ＦＡＳ 评级为 Ｂ 级以下、ＮＲＳ≤４ꎮ 但氨酚
羟考酮片( 含盐酸羟考酮 ５ ｍｇ 及对乙酰氨基酚 ３２５ ｍｇ) 慎

用于年老体弱、肝肾功能不全、甲状腺机能严重减退的患者ꎮ
氟比洛芬酯禁用于消化道溃疡、严重的肝肾及血液系统功能
障碍、严重的心衰及高血压患者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计

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时以均数±标准差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 Ｍ) 和四分位数( Ｐ２５ ꎬ
Ｐ７５ ) 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ꎻ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描
述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 双侧) ꎮ

２

结

果

术后 ８ ｈ、１６ ｈ、２４ ｈ、３２ ｈ、４８ ｈ、７２ ｈꎬ两组患者

静息性 ＮＲＳ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ꎮ 见
表 ２ꎮ 术后 ３ ｄ 内ꎬ两组患者 ＦＡＳ 等级评价、活动性
ＮＲＳ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ꎬ见表 ３、表

４ꎻ两组患者总活动时间、距离、活动频次、术后首次
排便时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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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ｔ值

￣２.８５１

￣３.７７８

￣２.０３６

￣３.１５４

￣３.１７９

￣２.８８４

０.８７２

ｔ值

３.１

讨

Ｃ

Ａ

２３

３

３０

第２天
Ｂ

２

<０.０１

１７

Ｃ

Ａ

７

１４

２１

３０

２.１９６
０.００１

第３天
Ｂ

８

２０

Ｃ

２４

１２

２.３３１

２

０.０２０

第２天

第３天

７.４４±１.１７

５.７４±１.８１

４.９８±１.８５

￣２.０３６

￣３.１７９

￣１.８８４

５.１５±１.２０

４.０４±１.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９.３６±２.２３
４.１２２

(次)
(ｍ)
１０.３３±１.９６ ２ ４００±３５.１２
１６.８５±２.３６ ３ ５６０±２５.７８

<０.０１

论

１１.２３５

５.７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５±０.０９
<０.０１

使用氟比洛芬酯可较好地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ꎬ增
加宫颈癌患者术后舒适度ꎬ并对宫颈癌患者的免疫
系统有一定保护作用ꎮ
有研究显示ꎬ局部浸润麻醉能使腹部外科患者

获益 [２０￣２１] ꎮ 本研究术中缝皮前于切口注射罗哌卡

因浸润麻醉 ( ７５ ｍｇ:２０ ｍＬ) ꎬ 结果显示ꎬ 术后 ８ ｈ、

１６ ｈ、２４ ｈ、３２ ｈ、４８ ｈ、７２ ｈꎬ试验组患者静息性 ＮＲ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这与迟海波 [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张淋等 [２３]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ꎬ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０.００２

不良反应少ꎬ不影响切口愈合ꎮ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疼痛ꎬ减少静脉镇痛药物及阿片类药物的使用ꎬ并且
后的疼痛可能与气腹的压力、时间有关ꎬ疼痛部位也

(ｈ)
３４.１５±２.３６
２６.２１±２.３２
￣４.５２６
<０.０１

不仅局限于切口 [２４] ꎮ 因此ꎬ应用切口局部浸润麻醉

镇痛的同时ꎬ也不能忽视术后其他镇痛方式的作用ꎮ
术后疼痛可分为静息性疼痛与活动性疼痛两
种ꎮ 童莺歌等 [２５] 的研究表明ꎬ控制活动性疼痛较静
息性疼痛更重要ꎮ 虽然静息性疼痛对维持患者的舒
适具有重要意义ꎬ但活动性疼痛是术后躯体功能恢

多模式镇痛可提高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疼痛

管理质量

<０.０１

１.５４±０.１０

患者行罗哌卡因切口浸润麻醉可有效减轻术后切口

总活动时间 总活动频次 总活动距离 首次排便时间
(ｈ)
５.２３±２.０１

２.４９±１.２１

３.４５±１.０９

两组患者术后 ７２ ｈ 观察指标的比较( ｘ±ｓ)

Ｐ值

３

<０.０１

第１天

ｔ值

试验组

３.１５±０.２０

两组患者术后 ３ ｄ 内活动性 ＮＲＳ 评分的比较( ｘ±ｓ)

Ｐ值

对照组

３.３３±０.１４

０.０１３

试验组

术后 ７２ ｈ

１.６８±０.８５

１７

对照组

术后 ４８ ｈ

２.５６±０.８１

１０

Ｐ值

术后 ３２ ｈ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３.９６±１.０１

Ｂ

０

试验组
χ２ 值

Ｖｏｌ.２４ꎬＮｏ.５

志

４.２２±０.１７

第１天

０

对照组

组别

术后 ２４ ｈ

两组患者术后 ３ 天内 ＦＡＳ 等级评价结果的比较(ｘ±ｓ)
Ａ

杂

４.７４±０.７８

<０.０１

组别

科

４.５２±０.４５

Ｐ值

表５

术后 １６ ｈ

３.２１±０.２１

试验组

组别

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术后 ８ ｈ

对照组

表４

镜

两组患者术后静息性 ＮＲＳ 评分的比较( ｘ±ｓ)

组别

表３

腔

疼痛是外科手术后最为常见的症状之

复的保证ꎬ忽视术后活动性疼痛的评估会导致患者
术后镇痛不足ꎬ造成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减少ꎬ影响术

一ꎬ不仅折磨患者的精神也影响术后康复与治疗结

后肠蠕动恢复ꎬ最终导致住院时间延长等 [２１] ꎮ 本研

较欠缺ꎬ多由患者提出镇痛要求ꎮ 对于疼痛管理ꎬ既

于对照组ꎬ活动性 ＮＲ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提示试验

果 [１４] ꎮ 目前ꎬ主动、客观、定时对患者进行疼痛评估

应进行及时、有效地评估ꎬ还要进行有效的镇痛ꎬ这
样才能保证疼痛管理的质量

[１５]

ꎮ 疼痛是由不同的

痛觉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如手术创伤刺激、炎症因
子刺激、中枢神经元及神经末梢疼痛刺激等

[１６]

ꎬ传

统镇痛措施仅限于术后实施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疼

痛的发生ꎬ而多模式镇痛方案则包含了手术的前、
中、后三个阶段ꎬ采用不同镇痛机制的镇痛药物及镇
痛方案达到理想的镇痛效果ꎮ 本研究术前静脉输注
氟比洛芬酯进行预防性镇痛ꎬ氟比洛芬酯属于非类
固醇药ꎬ口服引起胃肠道紊乱的几率较高ꎬ但静脉注
射避免了对消化道黏膜的损伤
是非选择性环氧化酶 ２ 抑制剂

[１７]

[１８]

ꎮ 氟比洛芬酯也

ꎬ能抑制中枢及外

周痛觉敏化ꎬ达到镇痛效果ꎬ同时有助于术后呼吸功
能的恢复

[１９]

ꎮ 卢静

[１８]

的研究结果显示ꎬ术前３０ ｍｉｎ

究中ꎬ试验组患者术后 ３ ｄ 内 ＦＡＳ 等级评价结果优
组患 者 术 后 活 动 性 疼 痛 控 制 较 好ꎮ Ｓｒｉｋａｎｄａｒａｊａｈ

等 [２６] 的研究表明ꎬ术后 ３ ｄ 内活动性疼痛强度是静
息性疼痛的 ０.９５ ~ ２.２６ 倍ꎮ 由此可见ꎬ开展多模式
镇痛ꎬ根据患者活动时的 ＮＲＳ 评分结果采用不同的
镇痛方案ꎬ可有效控制患者的疼痛ꎬ为早日恢复功能
锻炼提供保障ꎬ也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ꎬ加速了术后
康复 [２７] ꎮ

３.２

康复

多模式镇痛利于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的快速
术后镇痛不足可影响患者睡眠及心理ꎬ限制

术后活动的总时间及频次ꎬ影响术后胃肠功能康复ꎮ
采用多模式镇痛方案ꎬ根据患者活动时的 ＮＲＳ 评分
结果ꎬ选择不同的镇痛方案ꎬ如口服或鼻饲氨酚羟考
酮片、吲哚美辛纳肛、氯诺昔康静脉点滴等ꎮ 氨酚羟
考酮缓释片由于镇痛效果好ꎬ同时对胃肠道等副作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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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

镜

外

科

用

ꎮ 王薇等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ꎬ氯诺昔康注

射剂能显著减轻完全腔镜甲状腺癌根治术后的疼
痛ꎬ降低炎症水平ꎬ 且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 ( 如恶
心、呕吐、头晕等) ꎮ 因此ꎬ这些镇痛方案不仅有效

Ｖｏｌ.２４ꎬＮｏ.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９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ꎮ

廉、给药 简 单、 不 良 反 应 小ꎬ 临 床 上 得 到 广 泛 应
[３０]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用小ꎬ备受临床医患的青睐 [２８] ꎮ 吲 哚 美 辛 价 格 低
[２９]

杂

我国的疼痛管理起步较晚ꎬ尤其活动性疼痛管
理ꎬ忽视活动性疼痛是导致术后疼痛管理质量不尽
人意的原因之一 [３３] ꎬ为进一步提高患者术后疼痛管
理质量ꎬ本研究开展多模式镇痛方案ꎬ不仅重视腹腔
镜胃癌术后静息性疼痛管理ꎬ更重视患者术后活动

控制了患者的活动性疼痛ꎬ而且不会给患者带来额

性疼痛管理ꎬ有效控制了术后疼痛ꎬ促进了早期功能

究结果显示ꎬ试验组患者 ７２ ｈ 总的活动时间、距离、

究为单中心小样本ꎬ此后会联合多中心开展大样本

外的药物副作用ꎬ利于早期躯体功能恢复 [３１] ꎮ 本研
频次多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 ꎬ首次排便时间早于对照
组( Ｐ< ０.０１) ꎬ这与高洁等

[３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表

锻炼ꎬ加快了康复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１) 本研
量的研究ꎻ(２) 本研究仅分析了疼痛对患者术后 ３ ｄ

内总活动时间、距离、活动频次、术后首次排便时间

明多模式镇痛方案可有效控制腹腔镜胃癌患者的术

的影响ꎬ未纳入其他方面的影响ꎬ下一步会针对其他

后疼痛ꎬ缩短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等ꎬ

方面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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