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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地佐辛用于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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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观察两种剂量地佐辛单次静脉注射用于腹部腔镜手术患者的术后镇痛效果及不良反应遥 方法院远园 例 粤杂粤员耀圆

级择期腹部全麻手术患者袁随机分为 猿 组袁每组各 圆园 例遥 芬太尼组渊云 组冤院手术结束前 猿园 皂蚤灶 给予静脉注射芬太尼 员 滋早 辕 噪早 镇痛遥

阅员 组尧阅圆 组院手术结束前 猿园 皂蚤灶 分别静脉注射地佐辛 员园园尧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镇痛遥 记录拔管后即刻和拔管后 圆尧源尧圆源 澡 静态疼痛视觉

模拟评分渊灾粤杂冤袁拔管后 源尧圆源 澡 活动状态下疼痛 灾粤杂 评分遥 记录 猿 组患者术后苏醒时间尧镇静水平尧术后 圆源 澡 内氟比洛芬酯用
量以及恶心呕吐发生率遥 结果院在气管导管拔除后 圆尧源尧圆源 澡 时间点袁云 组相对于 阅员尧阅圆 组静态疼痛 灾粤杂 评分明显升高袁并且术

后 圆源 澡 氟比洛芬酯用量较 阅员尧阅圆 组明显增加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在 源尧圆源 澡 时间点袁阅圆 组活动状态下疼痛 灾粤杂 评分较 阅员 组明显下降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猿 组患者全麻苏醒时间无显著性差异袁云 组 砸葬皂泽葬赠 镇静评分较 阅员尧阅圆 组降低遥 猿 组患者术后 圆源 澡 内袁恶心呕吐发生率

无显著性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地佐辛渊员园园耀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冤单次静脉注射能有效缓解全麻患者术后疼痛袁降低术后氟比洛芬酯用

量袁而且地佐辛渊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冤能缓解患者运动状态下疼痛袁有利于患者早期康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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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灶葬造早藻泽蚤糟 藻枣枣蚤糟葬糟赠 燥枣 凿藻扎燥糟蚤灶藻 葬贼 凿蚤泽贼蚤灶糟贼 凿燥泽藻 燥灶 葬糟怎贼藻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蚤灶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早燥蚤灶早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泽怎则早藻则赠

蕴蚤 月蚤灶早遭蚤灶早鄢袁在澡怎 宰藻蚤袁栽葬燥 允蚤葬袁允蚤葬灶早 在澡燥灶早袁酝葬 在澡藻灶早造蚤葬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粤 灶藻泽贼澡藻泽蚤燥造燥早赠袁 贼澡藻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澡燥燥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愿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燥遭泽藻则增藻 葬灶葬造早藻泽蚤泽 藻枣枣藻糟贼泽 葬灶凿 泽葬枣藻贼赠 燥枣 凿藻扎燥糟蚤灶藻 葬贼 葬 凿蚤泽贼蚤灶糟贼 凿燥泽藻 燥灶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蚤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早燥蚤灶早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杂蚤曾贼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渊粤杂粤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泽贼葬贼怎泽院 郧则葬凿藻 员 耀圆冤 憎藻则藻 泽糟澡藻凿怎造藻凿 贼燥 怎灶凿藻则早燥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蚤藻泽援 栽澡燥泽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猿 早则燥怎责泽 憎蚤贼澡 圆园 澡藻葬造贼澡赠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 蚤灶 藻葬糟澡 早则燥怎责援 栽澡藻 枣藻灶贼葬灶赠造

早则燥怎责 渊云 早则燥怎责冤院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早蚤增藻灶 枣藻灶贼葬灶赠造 渊员 滋早 辕 噪早冤 蚤灶贼则葬增藻灶燥怎泽造赠 猿园 皂蚤灶 责则蚤燥则 贼燥 贼澡藻 藻灶凿 燥枣 泽怎则早蚤糟葬造 责则燥糟藻凿怎则藻援 阅员袁 阅圆 早则燥怎责院

凿藻扎燥糟蚤灶藻 渊员园园 滋早 辕 噪早袁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冤 憎葬泽 泽怎遭泽贼蚤贼怎贼藻凿 枣燥则 枣藻灶贼葬灶赠造袁 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栽澡藻 增蚤泽怎葬造 葬灶葬造燥早怎藻 泽糟葬造藻 渊灾粤杂冤 枣燥则 责葬蚤灶 葬贼 则藻泽贼 葬贼 圆袁 源袁
圆源 澡 葬灶凿 蚤灶 皂燥贼蚤燥灶 憎葬泽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造赠援 栽澡藻 贼蚤皂藻 枣燥则 憎葬噪藻鄄怎责 枣则燥皂 早藻灶藻则葬造 葬灶藻泽贼澡藻泽蚤葬 葬灶凿 泽藻凿葬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枣贼藻则

藻曾贼怎遭葬贼蚤燥灶 憎藻则藻 葬造泽燥 则藻糟燥则凿藻凿援 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灶葬怎泽藻葬 葬灶凿 增燥皂蚤贼蚤灶早渊孕韵晕灾冤 蚤灶 圆源 澡 葬枣贼藻则 泽怎则早藻则赠 憎葬泽 则藻糟燥则凿藻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 灾粤杂 增葬造怎藻泽 葬贼 则藻泽贼 葬贼 圆袁 源袁 圆源 澡 贼蚤皂藻 责燥蚤灶贼泽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贼燥 藻曾贼怎遭葬贼蚤燥灶 蚤灶 云 早则燥怎责 憎藻则藻 澡蚤早澡藻则 葬泽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阅员袁 阅圆 早则燥怎责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栽澡藻 糟燥灶泽怎皂责贼蚤燥灶 凿燥泽藻 燥枣 枣造怎则遭蚤责则燥枣藻灶 枣燥则 则藻泽糟怎藻 燥枣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蚤灶 蚤灶 云 郧则燥怎责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陨灶 葬凿凿蚤贼蚤燥灶袁 贼澡藻 灾粤杂 增葬造怎藻泽 蚤灶 皂燥贼蚤燥灶 葬贼 源袁 圆源 澡 蚤灶 阅圆 早则燥怎责 憎藻则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则藻凿怎糟藻凿 蚤灶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憎蚤贼澡 阅员 早则燥怎责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栽澡藻

砸葬皂泽葬赠 泽糟燥则藻 蚤灶 云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造燥憎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阅员 葬灶凿 阅圆 早则燥怎责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蚤灶 贼蚤皂藻 枣燥则 憎葬噪藻鄄怎责 枣则燥皂
早藻灶藻则葬造 葬灶藻泽贼澡藻泽蚤葬 葬灶凿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孕韵晕灾 葬皂燥灶早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阅藻扎燥糟蚤灶藻 葬贼 员园园耀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憎葬泽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蚤灶 葬造造藻增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蚤灶 葬灶凿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贼澡藻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糟燥灶泽怎皂责贼蚤燥灶 燥枣 枣造怎则遭蚤责则燥枣藻灶 葬泽 葬 则藻皂藻凿赠 枣燥则 责葬蚤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援 云怎则贼澡藻则皂燥则藻袁 凿藻扎燥糟蚤灶藻 渊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冤 造藻凿 贼燥 贼澡藻 葬皂藻造蚤燥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责葬蚤灶 蚤灶 皂燥贼蚤燥灶 葬灶凿 憎葬泽 遭藻灶藻枣蚤糟蚤葬造 蚤灶 藻葬则造赠 葬皂遭怎造葬贼蚤燥灶 枣燥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凿藻扎燥糟蚤灶藻曰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蚤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曰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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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冰等院不同剂量地佐辛用于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

术后疼痛常在手术后或麻醉作用消失后即刻

发生袁在术后 员耀圆 凿 内达高峰遥术后镇痛不全可阻碍
患者早期运动袁推迟患者下床活动时间袁引起肺部
感染尧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形成咱员暂遥 地佐辛是一
种 资 受体及 滋 受体混合激动原拮抗剂袁 镇痛强度与
吗啡相当袁常用于中重度疼痛治疗遥 多项研究发现

地佐辛 员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能减轻全麻患者术后早期静止状
态下疼痛评分袁但对全麻患者术后活动状态下镇痛
效果的临床研究尚无报道咱圆暂遥 本研究通过静脉注射
不同剂量地佐辛用于术后镇痛袁观察患者术后静态
和活动状态下镇痛效果以及评估其安全性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 员 日耀圆园员猿 年 远 月 猿园 日期间
远园 例 粤杂粤 员耀圆 级腹部手术患者袁年龄 圆怨耀苑猿 岁袁体
重 缘园耀愿园 噪早遥 手术类型包括院胃肠道尧肾脏肿瘤手
术尧输尿管成形尧胆囊切除等腹部手术袁所有手术均
在腔镜下完成袁手术时间约源 澡遥排除对疼痛视觉模拟
评分不能理解袁对所用药物有过敏者袁合并严重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尧心肺功能不全尧肝肾功能严重损
伤患者及吸毒史者遥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袁将 远园 例患
者分为 猿 组院云 组尧阅员 组和 阅圆 组袁每组 圆园 例袁采用双
盲法进行实验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麻醉
患者入手术室常规开放肘正中静脉袁监测心电
图尧 脉搏氧饱和度和无创动脉血压遥 去氮给氧 缘 皂蚤灶
后袁静脉给予咪达唑仑 园援园缘 皂早 辕 噪早尧芬太尼 圆耀源 滋早 辕 噪早尧
丙泊酚 员援缘 皂早 辕 噪早 和维库溴胺 园援员 皂早 辕 噪早 诱导袁 成功
插入气管导管后袁接呼吸机控制呼吸袁维持呼气末二
氧化碳分压在正常范围遥 术中全凭静脉维持麻醉院丙
泊酚 源耀远 皂早 辕 渊噪早窑澡冤尧 瑞芬太尼 园援圆 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尧维
库溴胺 员 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维持麻醉袁按需追加芬太尼袁
总量控制在 员园 滋早 辕 噪早 内袁手术结束 员 澡 内不再给予
芬太尼遥手术结束前 猿园 皂蚤灶袁停止肌松药输注袁并给予
相应镇痛处理遥 云 组院 静脉给予芬太尼 员 滋早 辕 噪早曰阅员
组院静脉给予地佐辛 员园园 滋早 辕 噪早曰阅圆 组院给予地佐辛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遥手术结束后停用丙泊酚尧瑞芬太尼袁患者
送入恢复室复苏和等待清醒袁自主呼吸恢复袁肌力
恢复后拔除气管导管遥
术后 源愿 澡 内患者疼痛明显袁灾粤杂 评分跃 缘 分者袁
给予氟比洛芬酯 缘园 皂早 静脉镇痛袁 必要时 猿园 皂蚤灶 可
重复给药直到疼痛好转遥

员援圆援圆 观察指标

苏醒时间院停异丙酚全麻药到患者呼之睁眼时
间遥 苏醒时 砸葬皂泽葬赠 评分院员 分袁 激动焦虑曰圆 分袁平

静尧合作定向力好曰猿 分袁对刺激有反应曰源 分袁反应
轻微曰缘 分袁反应迟钝曰远 分袁无反应遥
观察拔管后即刻尧圆尧源尧圆源 澡 平卧时 灾粤杂 评分曰

术后 源尧圆源 澡 翻身活动后 灾粤杂 评分遥 灾粤杂 评分标准院
园 分院无痛曰约 猿 分院良好曰猿耀缘 分院基本满意曰跃 缘 分院
镇痛差曰员园 分院剧痛遥

记录术后 圆源 澡 氟比洛芬酯使用量遥 术后 圆源 澡
恶心呕吐不良反应发生率遥 恶心呕吐的程度分为 源
级遥 园 级院无恶心呕吐曰员 级院轻微恶心曰圆 级院严重恶

心曰源 级院干呕和呕吐遥 其中 圆 级和 猿 级定义为术后
恶心呕吐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计量资料以
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猿 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渊韵灶藻鄄宰葬赠 粤晕韵灾粤冤袁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蕴杂阅
法遥 分类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袁设定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一般情况
猿 组患者在性别尧年龄尧体重尧手术时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手术类型院云 组渊胃癌根治
术 辕 结肠癌根治术 辕 肾切除 辕 输尿管成形术 辕 胆囊切
除院源 辕 源 辕 圆 辕 圆 辕 愿 例冤曰阅员 组 渊胃癌根治术 辕 结肠癌根治
术 辕 肾 切 除 辕 输 尿 管成 形 术 辕 胆 囊 切 除 院源 辕 圆 辕 圆 辕 源 辕 愿
例冤曰阅圆 组渊胃癌根治术 辕 结肠癌根治术 辕 肾切除 辕 输尿
管成形术 辕 胆囊切除院猿 辕 猿 辕 圆 辕 缘 辕 苑 例冤遥 苏醒时 砸葬皂泽葬赠
镇静评分比较袁芬太尼组渊云 组冤相对于 阅圆 组有差异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 阅员 和 阅圆 组间无差异遥 猿 组患者苏醒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 员 猿 组患者一般情况

栽葬遭造藻 员

阅藻皂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凿葬贼葬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猿 早则燥怎责泽
渊x 依 s袁灶越远园冤

性别
渊男 辕 女冤
云 组 员员 辕 怨
阅员 组 员圆 辕 愿
阅圆 组 员圆 辕 愿
组别

年龄 体重 手术时间
渊岁冤 渊噪早冤 渊皂蚤灶冤
远圆依员圆 远圆依愿 圆园圆依猿源
缘愿依员缘 远愿依员员 员愿缘依源圆
远园依员源 远员依怨 员怨怨依猿苑

与 云 组相比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圆援圆

苏醒时间
砸葬皂泽葬赠
渊皂蚤灶冤
评分
员愿援圆园依圆援苑愿 员援愿园依园援苑苑鄢
员远援园园依员援苑怨 圆援园园依园援猿圆鄢
员苑援远缘依圆援愿源 圆援圆缘依园援源源鄢

镇痛效果
阅员 和 阅圆 组 在 术 后 圆尧源尧圆源 澡 时 间 点 平 卧 时
灾粤杂 评分低于 云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猿 组在拔管即刻时间

窑员源园远窑

南

京

医

科

大

点平卧时 灾粤杂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曰在术后 源尧圆源 澡 翻身活动状态下袁阅圆 组
灾粤杂 评分低于 阅员 及 云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 阅员 和 云 组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组别
云组
阅员 组
阅圆 组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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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圆源 澡 氟比洛芬酯使用量比较袁云 组咱渊苑园援园依
猿源援园冤皂早暂高于 阅员咱渊猿缘援园依圆圆援愿冤皂早暂及 阅圆咱渊猿园援园依圆源援缘冤

皂早暂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 阅员 和 阅圆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猿 组患者各时间点 灾粤杂 评分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增蚤泽怎葬造 葬灶葬造燥早怎藻 泽糟葬造藻 葬贼 贼澡藻 凿蚤泽贼蚤灶糟贼 贼蚤皂藻 责燥蚤灶贼泽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猿 早则燥怎责泽

即刻
圆援缘缘 依 园援缘员
圆援圆园 依 园援苑园
圆援猿园 依 园援远远

平卧时 灾粤杂 评分
术后 源 澡
术后 圆 澡
源援园缘 依 园援远怨
源援怨缘 依 员援园园
猿援缘园 依 园援远员鄢
源援猿园 依 园援苑园鄢
猿援远缘 依 园援缘怨鄢
猿援怨园 依 园援苑圆鄢

与 云 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袁与 阅员 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圆援猿 不良反应
云尧阅员尧阅圆 组患者术后 圆源 澡 恶心呕吐发生率分别
为 猿尧员尧圆 例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猿 讨

学

论

术后疼痛是机体受到手术伤害性刺激后的一
种反应袁可引起恶心尧呕吐尧肠蠕动减慢尧肌肉痉挛
等不良后果袁进而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遥 近年来腔
镜手术在临床广泛开展袁尽管它具有创伤小袁术后
恢复快的特点袁 但患者术后仍有不同程度腹部尧肩
背部的疼痛遥 所以袁完善的术后镇痛可以消除或减
轻痛苦和不适袁促进患者早活动袁加快肠功能的恢
复袁有利于术后康复遥 目前传统的镇痛方法袁通常需
要使用 滋 受体激动剂袁随着剂量加大袁呼吸抑制袁术
后恶心呕吐和成瘾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遥
地佐辛主要通过激动 资 受体和激动原拮抗混合
作用于 滋 受体产生镇痛和轻度镇静作用袁缓解术后
疼痛遥 静脉给予治疗剂量地佐辛袁镇痛效能同吗啡
相当袁对术后中度到重度疼痛具有缓解作用咱猿暂遥 地佐
辛在体内具有吸收尧分布迅速袁半衰期长袁清除慢的
药代动力学特点袁所以表现为起效快尧镇痛时间长遥
本实验中袁在手术结束前 猿园 皂蚤灶 分别静脉给予芬太
尼 员 滋早 辕 噪早 及地佐辛 员园园尧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用于术后镇
痛遥 发现在术后 圆尧源尧圆源 澡 时间点袁患者在安静状态
下 灾粤杂 评分 阅员 和 阅圆 组明显低于 云 组袁证实单次静
脉给予 员园园 及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地佐辛袁 术后疼痛缓解优
于芬太尼镇痛遥 此外袁本研究发现袁云 组在术后 圆源 澡
内镇痛药物用量高于地佐辛组遥 本结果与 在澡怎 等咱源暂
研究提出的术前肌注 员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地佐辛袁 可减轻腹
腔镜术后疼痛和减少术后芬太尼用量一致遥 说明手
术结束前给予地佐辛治疗袁可显著减少术后镇痛药

渊x 依 s袁灶越远园冤

术后 圆源 澡
源援圆园 依 园援缘圆
猿援园园 依 园援苑怨鄢
猿援员园 依 园援愿缘鄢

活动时 灾粤杂 评分
术后 源 澡
术后 圆源 澡
源援苑远 依 园援苑园
源援缘愿 依 园援远员
源援愿员 依 园援远愿
源援猿苑 依 园援缘园
鄢裕
猿援怨缘 依 园援缘园
猿援猿圆 依 园援源愿鄢裕

物用量袁提高术后 圆源 澡 内镇痛效果遥 本研究的另一
发现是袁给予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剂量地佐辛镇痛袁在术后 源
澡 及 圆源 澡 时间点活动状态下 灾粤杂 评分明显低于 阅员
组袁 提示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地佐辛可减轻患者术后早期活
动后疼痛袁促进患者术后早期活动遥 以往镇痛 灾粤杂
评分通常是在患者平卧静息状态下进行的袁并没有
考虑患者在活动状态的疼痛程度遥 本研究发现在 源尧
圆源 澡 时间点 阅员 组患者在翻身活动时的 灾粤杂 较平卧
位明显升高袁 而增加地佐辛剂量能明显抑制活动时
疼痛评分遥本文推测与地佐辛镇痛强度和维持时间呈
剂量依赖性的特点相关咱缘暂遥
地佐辛作为阿片受体激动原拮抗剂袁对 啄 受体几
乎无活性袁临床上很少产生烦躁不安尧焦虑不适感袁提
高苏醒质量遥 李慎占等咱远暂研究发现袁地佐辛 员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静脉注射后袁老年患者苏醒迅速袁安静袁不良反应
少遥 在研究中发现院猿 组患者在苏醒时间上无明显差
异遥 而地佐辛组患者苏醒时比较安静袁芬太尼组苏
醒时 砸葬皂泽葬赠 评分低于地佐辛组袁 易出现激动焦虑
状态遥
恶心呕吐是阿片类药物术后镇痛常见的不良
反应遥 与瞿慧等咱苑暂研究一致袁本研究中地佐辛组恶心
呕吐发生率较低袁约 缘豫耀员园豫遥可能与地佐辛部分拮
抗 滋 受体袁对 滋 受体激动引起的恶心呕吐有抑制作
用有关遥 王晓晴等咱愿原怨暂的研究提示芬太尼用于术后镇
痛恶心呕吐的发生率较地佐辛明显升高袁然而本研
究中芬太尼组的恶心呕吐发生率相对于地佐辛组
差异无显著性袁可能与本研究中仅在手术结束前猿园
皂蚤灶 给予单次小剂量芬太尼袁并没有持续静脉泵注维
持袁其次袁手术结束前常规静脉给予昂丹司琼 愿 皂早 起
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有关遥
综上所述袁手术结束前 猿园 皂蚤灶 给予地佐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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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冰等院不同剂量地佐辛用于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

于芬太尼可缓解术后 圆源 澡 内腹部疼痛袁同时减少患

者氟比洛芬酯使用量袁 特别是地佐辛 圆园园 滋早 辕 噪早 静

脉给药袁 可缓解术后 源 澡 及 圆源 澡 内活动时疼痛袁促
进患者术后早期活动袁有利于术后康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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