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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较。方法

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后拔除患者心包纵隔引流管时使用不同镇痛方法的效果及满意度比

将我院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行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后安置心包纵隔引流管的 94 例患者随机分

为 A、B、C 三组，给予不同的处理。A 组：静脉滴注地佐辛注射液，B 组：静脉滴注地佐辛注射液+口服布洛芬缓
释胶囊；C 组：静脉滴注地佐辛注射液+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拔管护理指导。收集拔管时和拔管后的视觉模拟
评分（VAS 评分）、满意度评分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B 组患者的疼痛评分和疼痛消失时间低于 A 组患

者，B 组的睡眠评分高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 组患者的疼痛评分和疼痛消失时间明显低于 A 组患者，
C 组患者的心情、下床活动和满意度评分均高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 组患者的下床活动和满意度评分
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地佐辛注射液联合使用布洛芬缓释胶囊在拔除引流管过程中的镇痛效果

优于单独使用地佐辛注射液，能减少疼痛，加上专业的护理指导，还能提高患者对临床工作的满意度。
【关键词】 心脏术后；心包纵隔引流管；镇痛方法；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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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compare the effect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analgesic interventions for

tubes of pericardium and mediastinum removal after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7 to June 2018, 94

patients undergoing open heart cardiac surgery with tubes of pericardium and mediastinum were allocated randomly into
group A, B and C. Group A, intravenous Dezocine was given as analgesics. Group B, intravenous Dezocine plus oral
ibuprofen. Group C, interventions of group B plus specific nursing guidance. With the help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s of pain during and after the tubes removal were collecte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other adverse effects were
also recorded. Results

The VAS scores and fading time of pain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The score of sleeping was better in group B as well. The VAS scores and fading time of pain in group C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and the scores of mood, activity as well as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The scores of activity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n group C were higher in group C while
comparing with group B.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intravenous Dezocine and oral ibuprofen seemed to more

effective than each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nd specific nursing guidance could increase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for chest
tube removal after cardiac surgery.
【Key words】 Post cardiac surgery; tubes of pericardium and mediastinum; analgesic; degree of satisfaction

经胸骨正中切口完成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的
患者均需安置心包纵隔引流管，安置目的是为了引
DOI：10.7507/1007-4848.201808045

流出心包、纵隔腔内的积血积液，防止发生心包填
塞。一般情况下当心包纵隔引流管通畅，24 h 引流
量<50 ml，患者病情稳定，即可拔除心包纵隔引流
管。拔除引流管时，操作的刺激和收紧预置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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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结均会引起患者疼痛和不适。拔管前不同的镇

液+布洛芬缓释胶囊+护理指导组（C 组）27 例，具

痛干预方法，不仅会直接影响患者拔管的镇痛效

体流程见图 1。随机方法：利用随机数发生器生成

果，也对患者后续恢复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拟

一组 1～104 的随机自然数，然后给每个病人顺序

对拔除心包纵隔引流管前不同干预措施对患者镇

分配一个随机数，入选时用其值除以 3，余 1 进入

痛效果和后续在院恢复情况的影响进行比较研

A 组，余 2 进入 B 组，余 0 进入 C 组。随时分配时

究。

采用患者单盲方式，采用不透光的信封封存入组信
息进行分配隐藏。

1 资料与方法

1.2 研究方法

1.1 临床资料

1.2.1

选取本院在 2017 年 12 至 2018 年 6 月行体外

一般资料收集

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年

龄、性别、体重、手术方式、镇痛方法等指标。

循环下心脏术后安置心包纵隔引流管的 94 例患者

1.2.2 给药方法

为研究对象，该研究方案经我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

辛注射液 10 mg，q 12 h，直至拔管后第 2 d 停止输

会批准，患者或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均签署知情

入。布洛芬缓释胶囊 0.4 g 在拔管前 4 h 给予口服，

同意书。纳入患者年龄 13～68 岁，平均年龄

拔管后 4 h 再给 0.4 g 口服，第 2 d 布洛芬缓释胶囊

（47.4±13.0）岁。纳入标准：（1）体外循环下心脏手

以 0.4 g bid 口服，直至拔管后第 3 d 停用。

术后留置心包纵隔引流管；（2）无基础精神疾病，

1.2.3 拔管满意度调查

无药物及酒精依赖病史；（3）患者手术前未合并严

管的满意度调查》评分，评分标准：5 分=非常好

重肺、肾、脑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4）首次开胸

/非常愿意，4 分=好/愿意，3 分=没有变化，2 分=不

手术；（5）意识清晰，可正常交流的患者。排除标

好/不愿意，1 分=非常不好/非常不愿意。

准：（1）患有精神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2）二次

1.2.4 疼痛评估方法

开胸手术；（3）慢性疼痛病史、药物成瘾史及长期

评估患者拔管时和拔管后的疼痛程度。由患者自

服用镇痛药、对镇痛药过敏；（4）术后合并切口或

行评估疼痛程度：0～10 分疼痛程度依次加重，0

胸骨感染；（5）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分表示无痛；1～3 分表示轻度疼痛；4～6 分表示

（6）不愿配合者。将 94 例符合标准的患者随机分

疼痛程度明显且影响患者睡眠，但可耐受；7～10

为：地佐辛注射液组（A 组）32 例；地佐辛注射

分表示疼痛程度强烈，完全不能忍受。

液+布洛芬缓释胶囊组（B 组）35 例；地佐辛注射

1.2.5 护理指导方法

登
记

估计合格（n=125）

随机（n=104）

术后第 1 d 遵医嘱静脉输入地佐

使用简洁的评分量表《拔

使用视觉模拟评分（VAS）[1]

成立专门的护理小组，并对

排除（n=21）
不符合纳入标准（n=12）
术后谵妄（n=2）
长期服用止痛药（n=3）
不愿配合（n=4）

A 组（n=35）

B 组（n=35）

C 组（n=34）

地佐辛注射液

地佐辛注射液
+布洛芬口服

地佐辛注射液
+布洛芬口服
+护理指导

失访（n=0）
终止试验（术后新发谵妄
n=1，不愿配合 n=2）

失访（n=0）
终止试验（n=0）

失访（n=0）
终止试验（切口感染 n=4，
术后新发谵妄 n=1，
不愿配合 n=2）

分析（n=32）

分析（n=35）

分析（n=27）

分
配

随
访

分
析

图1

试验 Consort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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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组成员进行相关的培训与指导，提高小组成员

进行校正。三组比较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的责任心，规范护理操作、明白护理工作要点及注

义，两两比较以 P<0.01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意事项。保证小组成员能解释拔管目的、基本步
骤、注意事项以及在拔管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不适，
给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专业的、真实的、可靠的信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指标差异无统

息，以便获得患者和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并积极配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 1。

合拔管 。
[2]

（1）拔管前 4 h 督促患者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

2.2 患者恢复情况及满意度调查结果

0.4 g，确认患者用药准确，做好充分准备；（2）适

拔管时不同镇痛方法对拔管后患者交流、咳

当向患者透露医生信息：拔管经验丰富，动作娴

嗽、呼吸、进食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熟、轻柔等；（3）调节室温，窗帘遮挡；拔管前使

（P>0.05）；在心情及睡眠方面，B 组及 C 组患者睡

用温热水（38～42℃）清洁皮肤，可帮助患者肌肉放

眠满意评估均高于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松；并提前倾倒引流瓶内液体；（4）保证充足的睡

（P<0.017）；在下床活动及总体满意度方面，C 组

眠，睡眠有障碍的患者，夜间可遵医嘱给予安眠

均优于 B 组及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药，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5）教会患者正确的

（P<0.017）；见表 2。

深呼吸法，学会全身肌肉放松；（6）拔管时转移患

2.3 拔管时不同镇痛方法对患者拔管时（VAS1）

者注意力，可聊天、听音乐、观看视频；（7）拔管瞬

和拔管后（VAS2）疼痛感、疼痛消失时间的比较
VAS1、VAS2 以及疼痛消失时间三组差异有统

间，鼓励患者深呼吸、屏住气；（8）体位：摇高床
头，协助患者采取坐位或者半卧位，有助于减轻拔

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后发现 C 组 VAS1、

管时引起的疼痛；（9）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拔

VAS2 以及疼痛消失时间均较 A 组缩短，差异具有

管后可下床活动，预防坠积性肺炎、静脉血栓、压

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VAS1、VAS2 以及疼痛

疮等并发症，加快伤口愈合；（10）心理干预：止

消失时间与 A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痛药物基础上加入心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的心理状

表 3。

态，可将疼痛程度降到最低，加快术后康复，缩短

3 讨论

住院时间[3]。

体外循环下心脏术后拔除引流管会引起患者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

的疼痛和不适，特别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拔管困难，

性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构成差异进行行乘列 χ 检

如：引流管被周围组织增生包裹、引流管管孔过

验，三组间差异检验水准 α= 0.05；两两比较采用行

小、缝线误缝引流管等，这些均会加重拔管时的阻

2

乘列 χ 检验或者 Fisher 确切检验，并使用
2

Bonferroni post-hoc 进行校正；计量资料统计前进
行正态性检验，若符合正态分布则以均数±标准差
（ x¹ § s ）表示，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四分位
数表示；各组数据比较前行方差齐性检验，如方差
齐则进一步行方差分析，如方差不齐则行变量变换

表 1 三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例）

A 组（32 例）

B 组（32 例）

C 组（27 例）

男

17

16

14

女

15

19

13

性别

再行方差分析；若三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再

年龄（岁）

48.2±15.8

46.2±12.9

48.1±9.3

进行两两比较；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post-hoc

体重（kg）

57.9±9.2

58.9±10.5

58.9±9.2

表 2 三组拔管后恢复情况和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心情

交流

咳嗽

呼吸

进食

睡眠

下床活动

满意度

A 组（n=32）

3.03±1.17

3.25±1.10

3.19±1.85

3.16±1.11

2.94±1.36

2.88±1.15

3.16±1.37

3.34±1.20

B 组（n=35）

3.43±1.22

3.40±1.21

3.20±1.15

3.54±1.09

3.46±1.24

3.46±1.03*

3.14±1.16

3.71±1.10

2.96±1.37

*

C 组（n=27）

*

3.70±0.99

3.63±1.27

*：与 A 组比较 P<0.017，#：VS B 组 P<0.017

3.37±1.11

3.63±1.14

3.37±0.96

*#

3.81±0.87

4.2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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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组拔管时疼痛感、疼痛消失时间的比较

活动和满意度方面 B 组与 A 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

疼痛消失时间
（min）

组别

VAS1

VAS2

A 组（n=32）

5.03±1.20

2.91±1.05
*

4.37±1.19

2.26±0.88

27.20±10.91

C 组（n=27）

4.19±1.07*

2.07±0.87*

18.37±8.03*

情、交流、咳嗽、呼吸、进食、下床活动和满意度等
主要与长期伤口疼痛有关，而 B 组采用拔管前及拔

23.06±8.89

B 组（n=35）

学意义，这可能与拔管主要引起短期疼痛，而心

*

管后服用两次布洛芬，并不能有效缓解长期伤口疼
痛。从睡眠方面来看，B 组较 A 组睡眠质量有所提
高，但 C 组与 A 组比较睡眠质量未见差异，睡眠主

*：VS A 组 P<0.05

要与术后患者疼痛、咳嗽有关，C 组与 A 组咳嗽未

力和增加患者的疼痛及不适感 。疼痛会引起患者

见明显差异，本课题研究的是拔管后短期疼痛，对

心理和生理及行为等方面的不良反应，不利于康复

长期的伤口疼痛处理未重点关注，由于存在上述混

，但目前尚无统一的针对其疼痛不适处理的临床

杂因素，所以出现 C 组与 A 组睡眠质量无明显差

标准，相关研究不多。医生拔管时只是根据自身习

异，而 B 组较 A 组睡眠质量有所提高的结果，这需

惯和临床经验进行操作和用药 ，年轻医生甚至无

要进一步完善试验设计来研究。

[4]

[5]

[6]

经验可循，因此探寻合理正确的拔管镇痛方法，减

C 组患者和 B 组患者的疼痛指标无显著差异，

轻拔管时的疼痛程度，减少拔管后疼痛的持续时

但 C 组患者的下床活动和满意度评分高于 B 组。

间，具有临床价值 。不同的镇痛方法对拔管后患

说明即使在使用药物干预疼痛方法相同的情况下，

者疼痛程度具有不同的影响。而不同程度的疼痛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疏导，也能

会影响疼痛消失的时间长短，影响患者的呼吸频率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更快地恢复。由于疼痛原

和有效的咳嗽排痰，进而影响患者的心情、睡眠、

因，患者出现不愿意下床活动的现象，特别是抗

[5]

活动，影响术后康复，并影响临床工作满意度的评
价，所以有效的、正确的镇痛方法至关重要。
本研究中，B 组患者的 VAS1 评分、VAS2 评分
和疼痛消失时间低于 A 组患者，B 组的睡眠评分高
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地佐辛属于阿片类
药物之一，而阿片类药物是医学疼痛治疗中经典的
镇痛药物 [7] 。布洛芬缓释胶囊是常用的镇痛药物，
疗效肯定，其蛋白结合率为 99%，并且在肝脏代
谢，24 h 内药物 100% 排出，其中 75% 左右由肾脏
经尿液排出[8]。所以地佐辛注射液联合使用布洛芬
缓释胶囊，比单独使用地佐辛注射液镇痛效果更
佳。
地佐辛注射液镇痛作用强、用药安全、成瘾性
小，目前应用于术后镇痛、抑制全麻恢复期躁动和
超前镇痛

[9-10]

。布洛芬缓释胶囊口服吸收快，吸收率

可达 90% 以上，达峰时间为服药后 4～5 h，能起到
很好的镇痛效果 [8] 。本研究中，C 组患者的 VAS1
评分、VAS2 评分和疼痛消失时间明显低于 A 组患
者，C 组患者的心情、下床活动和满意度评分高于
A 组，表明地佐辛注射液联合使用布洛芬缓释胶
囊+护理指导能明显减轻患者的疼痛，缩短疼痛时
间，能更好的改善患者拔管后的心情，促进患者自
主活动，让机体安稳的度过术后恢复期，缩短住院
时间，减轻患者住院费用，提高满意度。从本部分
结果来看，在心情、交流、咳嗽、呼吸、进食、下床

拒、家属过于紧张影响患者的情绪，长时间卧床导
致坠积性肺炎 [11] 、伤口愈合不理想，甚至诱发压疮
[12]

、静脉血栓[13]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术后康复，延长

住院天数，加重患者经济负担。本研究中，C 组患
者更愿意下床活动, 说明有效的镇痛方法加上专业
的护理指导，不仅能缓解拔管后的疼痛，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减轻患者心理压力，还能增强患者战胜
疼痛的信心，促进早日康复，缩短住院日。而且护
理指导是一种轻松、愉快、无创伤[8]，便于理解的治
疗方法，能有效改善医护和患者的关系，并能显著
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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