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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联合静脉自控镇痛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
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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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穴位埋线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镇痛及预防镇痛药物舒芬太尼副作用方面的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本院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妇科患者 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

象ꎬＡＳＡ 分级Ⅰ ~ Ⅱ级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埋线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埋线组于麻醉后开皮前

３０ ｍｉｎ 取双侧足三里、内关、三阴交、血海穴进行埋线处理ꎬ对照组只扎针不置入线体ꎮ 术毕连接静脉镇痛

泵ꎬ记录两组患者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４８ ｈ 的疼痛 ＶＡＳ 评分ꎬ术后 ４８ ｈ 内追加镇痛药物患者例数ꎬ恶心呕吐、
皮肤瘙痒、尿潴留的发生情况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结果

埋线组术后各时间点的 ＶＡＳ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 Ｐ<０.０５) ꎬ４８ ｈ 内镇痛药追加例数埋线组(１ 例) 明显少于对照组( ８ 例) ( Ｐ<０.０５) ꎬ术后恶心呕吐发
生例数埋线组(２ 例) 明显少于对照组(９ 例) ( Ｐ<０.０５) ꎬ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埋线组( ３４.６± ９.７) ｈ 明显短于
对照组(４２.５±８.８) ｈ(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穴位埋线双侧足三里、内关、三阴交和血

海穴可明显增强舒芬太尼的镇痛效果ꎬ降低恶心呕吐的发生ꎬ缩短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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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ｔｉｍ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ꎻ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ꎻ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ꎻ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妇科腹腔镜手术作为解决妇科疾病的微创术式已广泛用
于临床ꎬ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ꎬ但术后常常
伴有不同程度的切口疼痛ꎮ 疼痛会增加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
生ꎬ延长患者的康复及住院时间ꎮ 临床上常用阿片类药物进
行术后镇痛ꎬ而应用阿片类镇痛药物所引起的恶心呕吐、尿潴
留、瘙痒、便秘等副作用ꎬ常常给患者的生理及心理带来创伤ꎬ
不利于术后快速康复ꎮ 针刺技术一直被应用于手术期治疗患
者的焦虑ꎬ术后预防恶心呕吐及用于术后镇痛ꎬ其不仅可镇
静、止吐、镇痛ꎬ对心、脑、肾等器官功能还具有保护作用ꎬ有助
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术后康复 [１] ꎮ 穴位埋线技术是针刺技

术的延伸和发展ꎬ穴位埋线在临床上多用于妇科慢性疾病的
治疗

[２]

ꎬ很少用于围手术期ꎬ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的应用在

国内外也未见报道ꎮ 为此本课题应用穴位埋线预处理联合自
控镇痛技术对妇科腹腔镜手术减轻术后疼痛、预防舒芬太尼
副作用的发生进行临床观察ꎬ为穴位埋线用于妇科腹腔镜手
术提供临床依据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本院拟

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妇科患者 ６０ 例ꎬ年龄 ２２ ~ ５５ 岁ꎬ体重

５０ ~ ７０ ｋｇꎬＡＳＡ 分级Ⅰ ~ Ⅱ级ꎻ其中卵巢囊肿切除术 ２６ 例ꎬ子
宫肌瘤切除术 ３４ 例ꎬ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埋线组和对照

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排除标准:选穴区域皮肤感染ꎬ心脏病史ꎬ
肝肾功能异常ꎬ术前使用镇痛药或者非甾体类药物的患者ꎮ
本研究已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ꎮ

者需求给予肌注酮咯酸氨丁三醇 ３０ ｍｇ 补充镇痛ꎮ 埋线组于
开皮前 ３０ ｍｉｎ 取双侧足三里、内关、三阴交、血海穴进行埋线
处理ꎮ 所有患者术前均留置导尿管ꎬ术后 ２４ ｈ 拔除ꎮ

３.穴位处理:足三里ꎬ在小腿前外侧ꎬ犊鼻下 ３ 寸ꎬ距胫骨

前缘一横指ꎮ 三阴交ꎬ位于小腿内侧ꎬ足内踝尖上 ３ 寸ꎬ胫骨
内侧缘后方ꎮ 内关ꎬ位于前臂掌侧ꎬ曲泽与大陵的连线上ꎬ腕
横纹上 ２ 寸ꎬ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ꎮ 血海ꎬ屈膝在大
腿内侧ꎬ髌底内侧端上 ２ 寸ꎬ股四头肌内侧头的隆起处ꎮ 埋线

于全身麻醉后手术开始前 ３０ ｍｉｎ 进行ꎬ穴位区域碘伏消毒ꎬ
用一次性埋线针( 高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将 １ ｃｍ 长可吸收
缝线( 上海天清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置入穴位内ꎮ

４.监测指标:记录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４８ ｈ 的疼痛 ＶＡＳ 评

分ꎬ术后 ４８ ｈ 内追加镇痛药物患者例数ꎬ恶心呕吐、皮肤瘙

痒、尿潴留的发生情况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ＶＡＳ 评分标准:

０ 分为无痛ꎬ１０ 分为剧痛ꎬ小于 ４ 分为轻度疼痛ꎬ５ ~ ６ 分为中
度疼痛ꎬ大于 ７ 分为重度疼痛ꎮ 所有观察数据均由不知分组
情况的同一医生记录ꎮ

５.统计学处理: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ꎮ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年龄、体重及手术时间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见表 １ꎮ

２.副作用发生情况比较:４８ ｈ 内镇痛药追加例数对照组

２.麻醉方法: 麻醉前 ３０ ｍｉｎ 肌肉注射异丙嗪 ２５ ｍｇꎬ入室

(８ 例) 明显多于埋线组 １ 例ꎬ恶心呕吐对照组( ９ 例) 明显多

诱导:咪达唑仑 ０.０５ ｍｇ / ｋｇꎬ舒芬太尼 ０.３ μｇ / ｋｇꎬ丙泊酚 １.５ ~

于埋线组(１ 例) ꎬ均为轻度瘙痒ꎬ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后监测血压、心率、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ꎬ开放静脉ꎮ 麻醉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罗库溴铵 ０.６ ｍｇ / ｋｇꎬ３ ｍｉｎ 后气管内插管ꎬ机械通
气ꎬ维持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ＰＥＴＣＯ２ ) 在 ３５ ~ ４５ ｍｍＨｇꎮ 静
脉维持麻醉ꎬ持续输注丙泊酚和瑞芬太尼ꎬ根据手术需要调整
速度ꎬ间断追加肌松药ꎮ 术毕患者清醒拔管后连接静脉自控
镇痛泵ꎬ镇痛泵:舒芬太尼 １５０ μｇ 加生理盐水至 １５０ ｍｌꎬ首次

剂量 ２ ｍｌꎬ持续剂量 ３ ｍｌ / ｈꎬ手动剂量 ２.５ ｍｌ / 次ꎮ 术后依患
表１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３０)
埋线组( ｎ ＝ ３０)

年龄

体重

埋线组( ｎ ＝ ３０)

６９±９

８

９

５

７１±１１

２.５±０.６

１.８±０.７ 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皮肤瘙痒

６５±９

４ｈ

３.术后疼痛 ＶＡＳ 评分比较: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 和 ４８ ｈ 的

ＶＡＳ 疼痛评分埋线组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恶心呕吐

４７±１１

表２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３０)

且拔除后均未观察到尿潴留的发生ꎮ 见表 １ꎮ

追加镇痛药

( ｘ
±ｓꎬｍｉｎ)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组( Ｐ< ０.０５) ꎬ表 １ꎮ 另外ꎬ因患者术前留置尿管至术后 ２４ ｈ

两组患者副作用情况比较

( ｘ
±ｓꎬｋｇ)
６２±１１

义( Ｐ>０.０５ꎬ表 １) ꎮ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埋线组明显短于对照

手术时间

( ｘ
±ｓꎬ岁)
４５±９

于埋线组(２ 例) ( Ｐ< ０.０５) ꎬ表 １ꎮ 皮肤瘙痒对照组( ５ 例) 多

( ｎ)
１ａ

( ｎ)

( ｎ)
１

２ａ

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疼痛 ＶＡＳ 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８ｈ

２.７±０.５

１.９±０.４ ａ

１２ ｈ

２.９±０.５

２.１±０.５ ａ

２４ ｈ

３.１±０.５

２.０±０.６ ａ

排气时间
( ｘ
±ｓꎬｈ)
４２.５±８.８

３４.６±９.７ ａ

４８ ｈ

３.０±０.５

１.８±０.７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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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ꎬ但术

后常伴有较剧烈的内脏痛ꎬ影响患者的康复ꎬ术后采取有效的

疼痛 ＶＡＳ 评分ꎬ减少了患者术后镇痛药物追加例数ꎮ 提示穴
位埋线随着置入线体的液化、吸收ꎬ其对穴位区域产生缓慢持

镇痛方法可减轻手术创伤所引起的应激反应ꎬ促进患者早期

久的刺激ꎬ从而发挥相应穴位的作用ꎮ 因此ꎬ埋线镇痛有一个

康复ꎮ 阿片类药物舒芬太尼广泛应用于术后镇痛ꎬ是高选择

持续过程ꎬ相当于“ 镇痛泵” [１３] 的作用ꎮ 妇科手术后患者常常

性 μ 受体激动药ꎬ镇痛效果好ꎬ但单独应用常难以完全消除

内脏痛ꎬ且剂量过大会引起恶心呕吐、尿潴留、瘙痒等副作用ꎬ
给患者的生理及心理带来创伤ꎬ不利于术后快速康复

[３]

ꎮ 针

会有恶心呕吐、腹胀发生ꎬ尤其在应用阿片类镇痛药物之后其
发生率明显增加ꎬ影响术后康复ꎬ所以本研究也观察了穴位埋
线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副作用及肛门排气时间的影响ꎮ 本

灸镇痛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ꎬ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针刺能够

研究中ꎬ穴位埋线组患者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明显减少ꎬ术后

改善患者急慢性疼痛ꎬ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量ꎮ 针刺具有通

肛门排气时间明显缩短ꎬ此结果也与钟声 [１４] 及张鸣雁 [１５] 的

经络、调气血的功效ꎬ当机体出现气血运行障碍的病理变化

研究报道相似ꎮ

时ꎬ针刺可以改善气血运行障碍的状态ꎬ已被证实能治疗多种

综上所述ꎬ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穴位埋线双侧足三

疼痛症ꎬ且副作用小ꎬ安全有效 [４] ꎮ 针刺疗法是通过针具刺

里、内关、三阴交和血海穴可明显增强舒芬太尼的镇痛效果ꎬ

激穴位产生效应ꎬ穴位埋线是将可吸收性外科缝线置入穴位

降低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ꎬ缩短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且穴位

内ꎬ利用线对穴位产生的持续刺激作用以防治疾病的方法ꎬ是

埋线操作简单、作用持久ꎬ具有推广价值ꎮ

传统针刺疗法的一种延伸和发展ꎬ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副
作用小、患者易接受、依从性好的特点 [５] ꎮ 其利用可吸收性

[１]

对相应腧穴产生较长时间的刺激ꎬ延长对机体经络及腧穴的

[２]

外科缝线在穴位内的持久刺激ꎬ提高穴位的兴奋性与传导性ꎬ
刺激时间ꎬ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ꎬ弥补了一般针刺治疗作
用时间短、疗效不持久、不易巩固疗效的缺点ꎮ
埋线疗法前期通过埋线针及线体吸收过程中产生较强的
刺激ꎬ引发刺血效应、针刺效应和类穴位封闭效应ꎬ这些效应
信息可以强烈抑制、干扰ꎬ甚至排除替代实邪造成的病理信
息ꎬ均归属于“ 泻” 之范畴ꎮ 埋线疗法的后期则是组织损伤效
应、留针及埋针效应、组织疗法效应ꎮ 对机体免疫力降低、生
理功能减退者可起到一定的“ 补益诸虚” 作用

[６]

ꎮ 根据中医

经络理论ꎬ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合穴ꎬ取该穴可通经络ꎬ调气
血ꎬ健脾胃ꎮ 针刺足三里具有镇痛效应ꎬ足三里镇痛机制可能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与其降低了血中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

[９]

有关 [７] ꎮ 内关穴为手厥之络ꎬ有宣通上、中二焦气机作用ꎬ历

[１０]

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交汇之处ꎬ具有健脾和胃、滋

[１１]

白细胞介素－１α( ＩＬ－１α) 、白细胞介素－１β( ＩＬ－１β) 等的水平
来作为止呕要穴ꎮ 三阴交穴又称“ 妇科三阴交” ꎬ此穴为足太
阴润肠的功效ꎬ有研究显示 [８] 刺激三阴交能增强结肠下部及

直肠蠕动ꎮ 血海穴属足太阴脾经ꎬ具有活血通络ꎬ祛风止痒ꎬ
养血调经ꎬ健脾除湿之效ꎬ辅助治疗月经不调、瘙痒症等ꎮ 有
研究显示针刺内关、足三里穴可以调整内分泌功能ꎬ调整肾上
腺素及血管加压素ꎬ能抑制胃酸分泌ꎬ调节胃肠运动ꎬ解除胃
痉挛ꎬ 对 神 经 性 呕 吐、 手 术 麻 醉 引 起 的 恶 心、 呕 吐 疗 效 较
好 [９] ꎮ

临床上ꎬ将穴位埋线 用 于 术 后 镇 痛 方 面 的 研 究 早 有 报

道 [１０￣１２] ꎮ 本研究中ꎬ应用穴位埋线预处理双侧足三里、内关、
三阴交和血海穴ꎬ降低了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 ４８ ｈ 内的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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