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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过程中，及时获得病原学资料，有

针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同样重要，可避

免抗生素选择压力性的出现。如发现有

感染潜在危险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控制感染，包括提高医务人员洗手依从

性，采取持续引流气管插管囊上液的方

法降低感染机会[9]。对呼吸道分离出鲍

曼不动杆菌但未出现感染的定植患者应

密切监测，及时隔离}调整抗生素治疗方

案，采用中医辨证方法实施扶正祛邪的

中药治疗等，都将有助于减少鲍曼不动

杆菌的感染发生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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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应用双氯芬酸钠镇痛诱发支气管哮喘2例的抢救体会

黄擎绮

【关键词】双氯芬酸钠；镇痛；术前；支气管哮喘}抢救

双氯芬酸钠是近年来本科常用的术

前镇痛药。近期本科出现2例因术前应

用双氯芬酸钠诱发支气管哮喘的急性过

敏反应，报告如下。

1病历简介

1．1例1：患者女性，35岁，因鼻塞4年

伴打喷嚏、流清涕、间有鼻涕中带血，常

有流黄脓性黏涕、头痛不适，于2009年

10月20日拟双侧慢性鼻窦炎收入院。

支气管哮喘史3年；无药物过敏史。查

体：外鼻无畸形，鼻中隔稍右偏，双鼻黏

膜充血，双中鼻甲肿胀，双鼻道见明显黏

性分泌物，鼻窦区无压痛。鼻窦CT示全

组鼻窦炎。于10月22日局麻后行鼻内

镜下鼻窦开放术，术前按医嘱予双氯芬

酸钠50 mg肌肉注射(肌注)，20 rain未

见不适，进入手术室后出现胸闷及呕吐，

伴四肢麻木，即予双鼻管低流量吸氧，静

脉注射(静注)20 mg地塞米松，25 mg

异丙嚷(非那根)肌注，快速滴入50％葡

萄糖注射液50 ml，床边心电图未见心律

失常及心脏器质性病变。但患者逐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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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现气促，血氧饱和度低至0．85。考虑重

症哮喘，即予高流量面罩吸氧，复方异丙

托溴铵及布地奈德雾化吸入，静注甲泼

尼龙40 mg及葡萄糖酸钙，备床边紧急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经上述处理后，患者

气促稍缓解，血氧饱和度维持在0．95～

0．96，改双鼻管低流量吸氧，静脉滴注多

索茶碱。连续治疗2 d后，患者症状缓

解，哮鸣音消失，哮喘发作完全控制。

1．2例2：患者女性，48岁，因鼻塞、流

涕1月余，伴头痛不适，于2009年12月

9日拟鼻窦炎收入院。既往史、个人史、

家族史无特殊。查体：外鼻无畸形，双鼻

黏膜充血，鼻中隔底部向两侧隆起，双中

鼻道未见分泌物及新生物，鼻窦区无压

痛。鼻窦CT示鼻窦炎。于12月15日拟

行鼻窦开放术，术前按医嘱予双氯芬酸

钠50 mg肌注，20 min未见异常，进入

手术室约3 min后，患者有喉阻塞感、气

促，并逐渐加重，心率90次／min。血氧饱

和度降至0．93，予半坐卧位，中流量吸

氧，静注地塞米松，肌注异丙嚎，布地奈

德、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吸人。患者气促

缓解，血氧饱和度达0．98。考虑支气管

哮喘急性发作，使用甲泼尼龙和氨茶碱，

并加强雾化。经上述处理后，患者的病情

·病例报告·

逐渐稳定。改为低流量吸氧，活动如常，

血氧饱和度达0．98～o．99，哮喘发作完

全控制。

2讨论

本组2例患者均为术前应用双氯芬

酸钠镇痛时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手术成

功与否，术前做好充足准备是关键。双氯

芬酸钠为非甾体类抗感染药(NSAIDs)，

可抑制机体内前列腺素(PG)的生物合

成，有解热、镇痛的作用。应用NSAIDs

时，应选用毒性最小的，用最低的有效剂

量和尽可能短的持续时间，尤其老年人

及小儿用药应加强观察以确保用药安

全[13；有肝、肾损害或溃疡病史者慎用，

用药期间应常规随访检查肝、肾功能E幻I

如有支气管哮喘史者应慎用，在使用前

应仔细询问患者是否有支气管哮喘史；

有过敏体质或首次使用该药的患者选用

此药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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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吴世民.张成伟.李跃琼.温伟浩.吕波 双氯芬酸钠栓预镇痛对肛肠术后的镇痛作用 -中国医药导报2008,5(11)
    目的:比较术前预用双氯芬酸钠栓和未用者对肛肠术后镇痛的影响.方法:选择腰硬联合麻醉下接受肛肠手术的患者120例,根据术前是否预用双氯芬酸钠栓随机分为两组

:双氯芬酸钠栓组(观察组)和未用组(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在腰硬联合麻醉后,手术结束和第一次换药时立即于直肠塞入双氯芬酸钠栓50 mg,对照组则不用药.术后48 h采用视

觉模拟评分(VAS),镇痛满意度来观察各组镇痛效应,并记录术后尿潴留、便秘、肛门水肿、肛门括约肌痉挛、恶心呕吐、胃肠道反应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术后

2、4、8、12、24、48 h的VA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而观察组镇痛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术后对照组尿潴留、便秘、肛门水肿、肛门括约肌痉挛发生率的比

较显著高于观察组(P＜0.05).镇痛期间无伤口大出血和呼吸抑制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结论:双氯芬酸钠预镇痛用于肛肠术后可取得满意的镇痛效果,并能明显减少术后尿潴

留、便秘、肛门水肿、肛门括约肌痉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失为一种简单方便的镇痛方法.

2.期刊论文 刘静 双氯芬酸钠栓用于人工流产时的镇痛效果观察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9)
    目的:观察双氯芬酸钠栓在人工流产中的镇痛效果.方法:对60例有人工流产适应证,无禁忌症,无严重全身性疾病,无解热镇痛类药物及他药物过敏史,并自愿接受本方法

的早孕妇女,予双氯芬酸钠栓50 mg肛门塞入,用药后30 min施行手术.观察镇痛效果,人工流产综合征(PAAS)发生情况及术中出血量,并常规监测术前、术中、术后的血压,心

率及一般情况.结果:双氯芬酸钠栓在人工流产术中镇痛效果明显,有效率可达90%,特别是其使用方法简便,无痛苦的优点,是其他人工流产镇痛方法所不具备的.双氯芬酸钠栓

用于人工流产镇痛,不增加术中出血置,PAAS发生率低,无明显副作用,心率、血压及一般情况无明显变化.结论:双氯芬酸钠栓用于人工流产有良好的镇痛效果,其方法简便,适

用范围大,安全性高,在人工流产时镇痛有良好前景.

3.期刊论文 吴世民.张咸伟.李跃琼.唐华贵 双氯芬酸钠栓预镇痛对无痛人流术后的镇痛作用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08,11(9)
    目的 比较术前预用双氯芬政钠栓和未用者对无痛人流术后镇痛的影响.方法 选择门诊接受无痛人工流产的患者200例,根据术前是否预用双氯芬琏钠栓分为二组:双氯芬

酸钠栓组(观察组)和未用双氯芬酸钠栓组(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全麻后立即直肠塞入双氯芬酸钠栓50mg,对照组则不用药.术后24h内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镇痛满意度评分

来观察各组镇痛效应,并记录术后24h出血量及眩晕、嗜睡、忍心、呕吐、胃肠道反应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术后2,4,8h的VAS评分及镇痛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眩晕、嗜睡、恶心、呕吐、胃肠道反应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双氯芬酸钠预镇痛用于无病人流术后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基

础上可取得满意的镇痛效果.

4.期刊论文 吴伟.邝蕾 双氯芬酸钠联合阿托品用于肾绞痛镇痛的效果观察 -护理学杂志2003,18(11)
    为探讨双氯芬酸钠、阿托品联合用于肾绞痛镇痛的疗效.将230例肾绞痛病人随机分为3组,观察组(92例)肌内注射双氯芬酸钠加阿托品;对照1组(65例)单纯肌内注射双氯

芬酸钠,对照2组(73例)肌内注射阿托品,观察镇痛程度及治疗后不良反应.结果镇痛效果观察组与对照1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但在镇痛有效级别上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0.01),对照2组镇痛效果明显低于上述两组;不良反应观察组与对照1组类似,与对照2组比较,恶心、呕吐、眩晕等不良反应明显减少.提示双氯芬酸钠联合阿托品用

于肾绞痛镇痛效果确切,不良反应少.

5.期刊论文 徐艳春 双氯芬酸钠栓用于尿路结石镇痛疗效观察与护理 -中国实用医药2010,05(21)
    目的 探讨双氯芬酸钠栓用于尿路结石镇痛的疗效和护理措施.方法 将我院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收治的74例尿路结石所致绞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双氯芬酸钠

栓和盐酸哌替啶加阿托品治疗,观察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94.6%,对照组总有效率91.9%,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同时,1 h内治疗组有效率(78.4%)明显高于对照组

(40.5%),差异具有显著性.另外,治疗组未见不良反应,而对照组出现呕吐7例,头晕、头痛2例,腹泻1例.结论 双氯芬酸钠栓直肠给药用于尿路结石镇痛给药方便、时间快、不

良反应少、疗效确切,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6.期刊论文 房梅兰 双氯芬酸钠栓在人工流产中的镇痛效果观察 -海南医学2011,22(2)
    目的 探讨双氯芬酸钠栓对无痛人流的镇痛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178例门诊自愿行人工流产术且无明显禁忌证的初孕妇,随机分为双氯芬酸钠镇痛组(A组82例)、利多卡因

镇痛组(B组96例).A组于人流术前1 h予双氯芬酸钠栓剂50mg直肠给药镇痛;B组人流术开始时宫颈于3点、9点局部注射2%利多卡因各2 ml镇痛.对比观察两组的镇痛效果、宫

颈扩张情况以及人流综合征、出血量等情况.结果 A、B两组术后镇痛总有效率分别为97.56%、80.21%,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宫颈扩张程度、人流综合征发生

率方面,两组无明显差异.结论 双氯芬酸钠栓直肠给药用于人工流产术中镇痛效果优于利多卡因注射,因其操作简便,安全性高,值得推广应用.

7.期刊论文 余爱荣.吴笑春.李罄 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与双氯芬酸钠凝胶镇痛抗炎对照试验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2003,12(5)
    目的:考察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治疗闭合性创伤和扭伤镇痛抗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40例患者随机分为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组和双氯芬酸钠凝胶组进行临床

对照试验,分别采用局部涂擦给药法,tid,14 d为1疗程.结果:两组有效率分别为90.0%和80.0%(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10.0%和25.0%,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发红和

丘疹,停药后可自行消失.结论: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是安全有效的外用镇痛抗炎药.

8.期刊论文 汤小玉.郭行店.梁德法.冯水英.郭世绫 妇产科手术后双氯芬酸钠栓镇痛的临床观察 -井冈山医专学报2005,12(3)
    目的观察比氯芬酸钠栓在妇产科手术后镇痛的效果.方法对施行妇产科腹部手术的 758例患者,应用双氯芬酸钠栓直肠给药进行术后镇痛.结果 术后疼痛感觉不明显,术

后活动早,恢复快.结论妇产科手术后,应用双氯芬酸钠栓直肠给药进行镇痛,安全、有效、简便、经济,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9.期刊论文 杨艳霞 血栓性外痔切除患者应用双氯芬酸钠栓镇痛效果观察 -江西医药2010,45(3)
    目的 评价双氯芬酸钠栓用于血栓性外痔切除术患者术后止痛效果.方法 将100例外痔切除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术前15min给予双氯芬酸钠栓从肛门处塞入,对照

组术后出现疼痛后给药.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后的效果.结果 实验组镇痛效果优于术后出现疼痛给药.

10.期刊论文 余爱荣.吴笑春.李罄 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与双氯芬酸钠凝胶镇痛抗炎的试验研究 -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02,16(4)
    双氯芬酸二乙胺盐凝胶(diclofennac diethylamine salt gel)是强效非甾体镇痛抗炎药双氯芬酸的一种新型外用制剂.为评价该药治疗闭合性创伤和扭伤引起的疼痛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我们选择双氯芬酸钠凝胶作为对照药,对40例闭合性挫伤和扭伤性软组织损伤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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