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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瑞昔布钠超前镇痛在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中的应用
伍堂洪

（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麻醉科，广东 东莞 523900）

【摘要】 目的 探讨帕瑞昔布钠超前镇痛对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后疼痛的影响。方法 130例双腔气管插

管全麻下行肺大疱切除术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5例，观察组患者于术前15 min静脉注

射40 mg帕瑞昔布钠，而对照组患者则静脉注射2 ml生理盐水。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别于术后1 h、2 h、

4 h、8 h和12 h评估患者疼痛程度，记录患者恶心呕吐、呼吸抑制、皮肤瘙痒和尿潴留等不良反应。结果 与对照

组患者比较，观察组各个时段VAS评分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镇痛的满意率明显升高 (P<0.05)，观察组患者

在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及尿潴留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患者手术前

静注帕瑞昔布钠超前镇痛效果确切，满意度高，无增加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及尿潴留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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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recoxib sodium for preemptive analgesia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horacoscopic bullectomy. WU
Tang-ho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Dongguan Taiping People's Hospital, Dongguan 5239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emptive analgesia effect of parecoxib sodium after thoracoscop-

ic bullectom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patients undergoing thoracoscopic bullectomy under double-lumen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

b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n=65) were given 40 mg parecoxib sodium intravenously 15 min before operation, whi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65) were given 2 ml normal saline intravenously.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pain in patients 1 h, 2 h, 4 h, 8 h and 12 h after operation. Adverse reactions were re-

corded, including nausea and vomiting, respiratory depression, itchy skin, and urinary reten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VAS scores (P<0.05)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an-

algesia satisfaction rate (P<0.05).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nau-

sea and vomiting, itchy skin and urinary retention (P>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parecoxib sodium before tho-

racoscopic bullectomy shows good preemptive analgesia effect, which results in greater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no

high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itchy skin and urinary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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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胸腔镜手术所引起的伤口疼痛虽然较传统的开
胸手术轻，但是多数患者在术后仍达到中等疼痛程
度，有强烈的镇痛治疗需求。超前镇痛是指在伤害刺
激产生之前给予有效的镇痛措施来限制疼痛引起的
神经生理反应，并维持足够长的镇痛时间以达到术后
止痛或者减轻疼痛的效果[1-2]。本研究选择 2009年 2
月至 2012年 2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30例双腔气管
插管全麻下行肺大疱切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帕
瑞昔布钠超前镇痛对术后疼痛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在

我院住院治疗的130例择期双腔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肺
大疱切除术患者。年龄20~60岁，体重50~80 kg。排除
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不能耐受传统
手术、全身出血性疾病未完全纠正好、脑血管疾病服用
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停药未满两周的患者。130例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5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体重、身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2 方法
1.2.1 麻醉方法 术前 30 min对患者肌肉注射

0.1 g苯巴比妥钠，皮下注射 0.5 mg阿托品。入手术
室后监测胸腔镜手术患者的心电图、血压、脉搏血氧
饱和度，建立上肢静脉通路。面罩吸氧，静脉顺序注
射咪达唑仑 0.05 mg/kg、瑞芬太尼 1~2 μg/kg、丙泊酚
1.5 mg/kg、维库溴铵0.1 mg/kg，然后气管内插管接麻
醉机机械通气，吸入氧浓度100%，潮气量8~10 ml/kg，
频率 11~13 次/min，将患者呼吸末 CO2 分压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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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65

65

性别(男/女)

40/25

39/26

年龄(岁)

51.38±8.28

51.62±8.43

体重(kg)

56.60±8.52

56.48±8.24

身高(cm)

164.42±12.41

164.62±12.5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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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5 mmHg (1 mmHg=0.133 kPa)。用七氟烷进行
术中麻醉维持，吸入浓度为 1.5%~2.5%，静脉持续输
注瑞芬太尼0.2~0.3 μg/(kg·min)，术中间隔40~50 min
静注维库溴铵 0.02~0.04 mg/kg维持肌松。手术结束
时停用七氟烷和瑞芬太尼，并给予 1 mg新斯的明和
0.5 mg阿托品拮抗残余肌松作用。

1.2.2 镇痛方法 观察组于麻醉诱导前20 min静
注帕瑞昔布钠40 mg，关胸时，再次静脉注射40 mg帕瑞
昔布钠作为术后镇痛的负荷量。两组患者术后行静脉
自控镇痛(PCIA) (芬太尼15 μg/kg用0.9%氯化钠溶液
稀释至120 ml)。静脉持续输注速度为2 ml/h，Bolus剂
量1 ml/次，锁定时间为 30 min。对照组于麻醉诱导
前 20 min静脉注射0.9%氯化钠溶液10 ml，关胸时，再
次静脉注射芬太尼1 μg/kg作为术后镇痛的负荷量。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分别于术后1 h、2 h、4 h、8 h和12 h评估对照组和
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VAS完全不痛为0分、疼痛难于忍
受为10分。记录患者恶心呕吐、呼吸抑制、皮肤瘙痒和
尿潴留等不良反应。同时，采用休斯顿疼痛情况量表[3]

稍作修改后进行术后镇痛满意度调查，80分作为镇痛满
意与否的临界值，得分≥80则认为镇痛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
以绝对值及构成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视觉模拟评分(VAS)比较 与对照组患者

相比较，观察组术后1 h、2 h、4 h、8 h和12 h VAS评分
明显低(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及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
者均未出现明显的呼吸抑制，且恶心呕吐、皮肤瘙痒
和尿潴留的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镇痛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患者因手术切口局部组织的

损伤和炎症反应致使疼痛介质大量产生、聚集，加上术

后放置的胸腔闭式引流管的刺激和胸膜固定从而产生
疼痛。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对手术患者具有超前镇痛
的作用[4-5]。传统的非甾体抗炎药能够有效控制手术患
者的术后疼痛，但是应用后极易出现恶心、呕吐和胃出
血等不良反应，故目前在临床上已很少使用。而新型
的非甾体抗炎药帕瑞昔布钠在静脉注射后可迅速被肝
脏羧酸酯酶水解成高选择性COX-2抑制剂伐地昔布，
其通过特异性抑制COX-2阻断花生四烯酸合成前列
腺素而发挥抗炎镇痛作用，同时，帕瑞昔布钠也可以抑
制中枢COX-2 表达，发挥外周中枢双重镇痛优势[6-8]。

本研究中笔者选择我院住院治疗的 130例双腔
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肺大疱切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观
察组患者于术前15 min静脉注射40 mg帕瑞昔布钠，
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较，预先给新型的非甾
体抗炎药帕瑞昔布钠的观察组患者术后各个时段
VAS评分明显低于静脉注射生理盐水的对照组患者
(P<0.05)。可见，采用静脉注射新型的非甾体抗炎药
帕瑞昔布钠可有效阻断伤害性刺激的传递，使双腔气
管插管全麻下行肺大疱切除术患者术后疼痛明显减
轻。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的呼吸抑
制，且在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及尿潴留的发生率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观察组患者对镇痛
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与以往研究结
果一致[9-10]。可见，采用静脉注射新型的非甾体抗炎
药帕瑞昔布钠未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且能够提高患
者对镇痛效果的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综上所述，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患者手术前静注
帕瑞昔布钠超前镇痛效果确切，满意度高，无增加恶
心呕吐、皮肤瘙痒及尿潴留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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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及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恶心呕吐

7(10.77)

6(9.23)

皮肤瘙痒

6(9.23)

4(6.15)

尿潴留

3(4.62)

1(1.54)

镇痛满意

53(81.54)

62(95.38)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1 h

2.95±0.87

1.45±0.74a

2 h

3.81±1.23

1.53±0.59a

4 h

4.91±0.96

2.42±0.85a

8 h

5.45±0.92

2.63±0.63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12 h

5.43±1.48

3.56±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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