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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鞘内麻醉是将局麻药注入鞘内（例如，将药物注入珠网膜
下腔的脑脊液中）进行脊髓阻滞，从而利于手术操作。同样，
可以将阿片类药物单独注入鞘内（例如在腹腔大手术中全麻
时）或者辅助局麻药使用，使得阻滞效果更好，并且延长术后
镇痛时间。本指南的目的是探究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优点和
潜在的副反应。 
 
历史背景  

在十九世纪中到后期，当麻醉界不断发展的时候，人们开

问题： 
在继续阅读本文之前，请先回答下列问题。答案请参考本文末页，并附有详细解析。对于下列问题，请回答是或否： 
1. 对于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药效学和机制，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a. 阿片类药物通过增加钙离子内流使神经细胞超极化 
b. 神经细胞更倾向于在阿片类药物结合后传递信号 

c. 由于芬太尼有较高的神经选择性，所以起效快 

d. 由于吗啡是亲脂性的所以它起效慢 

e. 因为芬太尼保持在脑脊液中，所以它的作用时间短 

2. 对于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 

a. 芬太尼增加运动阻滞时间 

b. 鞘内应用吗啡对于日间手术来说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c. 在大的关节置换手术麻醉中，鞘内使用 100-200mcg 的吗啡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d. 在胸科手术麻醉中，鞘内使用吗啡应作为 2，3 线选择 

e. 在腹部大手术中，鞘内使用大剂量的吗啡可以改善预后 

3. 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a. 鞘内使用芬太尼可以导致给药后 6-8 小时出现延迟性呼吸抑制 

b. 鞘内使用吗啡所导致的严重呼吸抑制可以通过注射纳洛酮治疗 

c. 瘙痒可以用抗组胺药物治疗 

d. 5HT3 拮抗剂有利于治疗由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所引起的恶心和呕吐，并且对于减少瘙痒也有额外疗效。 

e. 尿储留是鞘内应用吗啡剂量依赖的副反应。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主要信息 

• 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是常用的急性疼痛管理方法。 
• 脂溶性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起效迅速但是作用时

间短。 
• 水溶性药物如吗啡，起效慢，作用时间较长，但是

引起延迟性呼吸抑制的风险更大。 
• 其他常见的副反应包括瘙痒、恶心、呕吐和尿潴

留。 
• 鞘内应用吗啡大于 300mcg 引起延迟性呼吸抑制的

风险更大。 
• 鞘内使用吗啡的患者术后应密切监测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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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试图将脊髓作为麻醉的靶点。James Leonard Corning 和 August Bier 率先使用可卡因进行椎管内阻滞，1898 年，Bier
第一次成功的在 Kiel 进行了椎管内阻滞麻醉下的手术 1。  
 

据记载，1901 年在巴黎，Nicolae Racoviceanu-Pitesti 第一次通过鞘内注射阿片类药物达到镇痛的目的。然而直到
1970 年代这个领域的工作才真正展开。阿片受体首先被发现存在于脊髓背角，紧接着被证实可以调节伤害性刺激的传入。
值得注意的是，据记载，在 1979 年 Wang 在 8 个行泌尿生殖系肿瘤手术的患者的队列研究中，成功在鞘内使用了吗啡 2。 

在这个时期，随着报道的增多，关于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这方面的研究和综述也稳步增多，这反映了我们的临床经验
的积累和对把脊髓作为镇痛靶点的神经药理认识的提高。     
 

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的药理学 
 
作用机制 

阿片类药物与分布于脊髓的受体结合的根本作用是减少，甚至阻断伤害性刺激的信号传导。同时也通过影响下行传导
通路来调节位于中脑的痛觉传导，这种信号传导的阻滞是其产生效果不可或缺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突触前端相较于后
端分布着更多的阿片受体。 
 

阿片受体都是由 G 蛋白(Mu, Delta and Kappa)介导，并且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达到阻断信号传导的： 
a) 减少突触前膜钙离子进入  → 抑制递质的释放 
b) 增加突触后膜钾离子外流  → 细胞超极化  
c) 抑制腺苷酸环化酶         → 抑制递质的释放 
 

因此阿片类药物主要作用是通过减少兴奋性递质的释放（例如谷氨酸盐和 P 物质）和创造细胞不易除极的条件，来减
少伤害性刺激信号的传导。然而，抑制性递质例如甘氨酸和 γ-氨基丁酸(gamma amino butytic acid, GABA)，也在阿片类
药物介导的镇痛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通过激活下行抑制通路。本文不涉及痛觉传导相关的复杂的受体和递质系统。 
 
药效学 

通过对不同阿片类药物的药效学成分和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了解，我们对它们的效果和 棘手的不良反应有了深刻的认
识。与临床 直接相关的特性就是它们的亲脂性。2 下面的表格比较了芬太尼和吗啡这两种常用药物的特性。 

 
药物 芬太尼 – 脂溶性 吗啡 – 水溶性 

起效时间 快 (10-20 min) 慢 (60 min) 

头端扩散 极少 显著 

作用时间 短 (4-6 hrs) 长 (18-24 hrs) 

出现呼吸抑制的时间 0-1 hr 长达 24 hrs 
 

                               表 1. 脂溶性阿片类药物和水溶性阿片类药物的比较 
 

亲脂性的芬太尼注入脑脊液后将很快扩散到神经组织中，与高亲和力的受体结合迅速起效。然而，这种亲脂性的药物
也会向非神经组织中迅速扩散，如髓鞘和硬膜外脂肪，这会引起药物在脑脊液中的浓度迅速降低，缩短作用时间并且限制
药物向头端扩散。对于吗啡来说则相反，吗啡是亲水性药物，可以在脑脊液中长时间维持浓度，作用时间也较长，并且向
注射点以上扩散，产生的镇痛效果更好。由于其更易向头端扩散，临床上具有能够达到更广泛的镇痛范围的目的。然而，
由于其起效时间较慢，和作用时间较长可能与延迟性的呼吸抑制相关。在鞘内注射阿片类药物理想的情况是选择性的提供
良好得到的镇痛平面，避免因为系统水平阻滞而引起呼吸抑制。然而， Barnards 证明了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镇痛作用
主要来源于它对系统水平的作用，尤其是亲脂类的药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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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神经选择性 阿片类药物 

高 吗啡; 海洛因 

中 芬太尼; 舒芬太尼 

低 阿芬太尼 

                                   表 2. 不同种类阿片药物的脊神经选择性 3 
 
鞘内阿片类药物的临床应用 
 

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的适应症有很多。我们主要讨论其应用于围术期急性疼痛的管理，并简要地讨论它在慢性癌痛治
疗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不含防腐剂的阿片类药物才能注射于脑脊液中。 
 
日间手术 
 

日间手术麻醉中，芬太尼是 常应用于鞘内的阿片类药物，它与局麻药有协同作用，并且有提高阻滞和术后镇痛质量
的作用。鞘内使用芬太尼不能延长阻滞时间，不会引起延迟性呼吸抑制。日间手术的患者禁忌在鞘内使用吗啡，因为有潜
在的迟发性呼吸抑制的风险。 
 
大型关节置换术 
 

已经证实对于下肢关节置换手术，作为局麻药的协同剂，鞘内使用吗啡(Intrathecal Morphine, ITM)在是安全有效的。
研究显示，对于髋关节置换术(Toltal Hip Replacements, THR)的患者，鞘内应用 100-200mcg 的吗啡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并且减少 PCA 吗啡的用量。主要的临床相关副反应是瘙痒。对于高龄患者，需要根据患者情况将用药剂量调整至有效
范围 小值（例如 100mcg）。Frassanito 等人证实了，对于行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Replacements, TKR)的患者，
在鞘内注入吗啡比单次的股神经阻滞更能有效地降低疼痛评分、减少术后补救吗啡镇痛的用量。总的来说，全膝关节置换
对镇痛的要求高于全髋关节置换。然而，许多作者反对在这两种手术患者中 ITM 剂量高于 300mcg。4, 5 高于 300mcg 的剂
量时，发生恶心、瘙痒、尿潴留和呼吸抑制的风险要高于其镇痛收益。 
 
产科手术操作 
 

在剖宫产的患者中，鞘内应用吗啡和芬太尼是十分常见的。常用剂量是在腰麻的局麻药中加入 100mcg 的单剂量吗
啡。高于这个剂量的药物会增加发生副反应的风险而不能改善镇痛效果。在一些机构中，同时加入芬太尼作为协同剂。芬
太尼被证实可以减少局麻药的用量并且能够提高阻滞效果。 
 
泌尿科手术 
 

对于泌尿科手术，鞘内应用吗啡被证实的有效剂量是 50-300mcg，根据手术操作调整。对于行经尿道膀胱电切
(Transurethral Reasection of Prostate, TURP)的患者，在腰麻的局麻药中加入 50mcg 吗啡被证实就能有效减少术后膀胱
逼尿肌痉挛。许多研究表明，鞘内应用吗啡能减少术后 24 小时补救镇痛药物的用量。对于肾切除术，300-500mcg 吗啡鞘
内注射被证实能够提供有效的镇痛作用 4,5。这些研究都显示，鞘内应用吗啡能够推迟第一次应用镇痛药物的时间。 
 
开腹大手术 
 

鞘内应用吗啡被证实可以降低腹部大手术患者术后 24 小时的疼痛评分。然而，术后疼痛往往持续大于 24 小时。鞘内
应用吗啡的镇痛效果和阿片类药物节俭效果似乎仅限于第一个 24 小时 6。有报道显示，鞘内单独应用吗啡可以缩短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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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但是这也可能与术后的多模式康复策略相关。ITM 的支持者认为，开腹手术相较于盆腔手术和骨科下肢手术需要更大
剂量的的药物。报道的药物剂量从 300-400mcg 到 7-10mcg/kg 不等。然而，针对剂量的研究都没有得出明确的、使发生
呼吸抑制等严重副反应风险 低的 佳镇痛剂量。一些研究建议 ITM 不能超过 300mcg，以避免发生呼吸抑制，但是这个
剂量对于上消化道手术、肝胆手术和主要的肠道手术来说，似乎不能提供有效的镇痛。 
 
开胸手术 
 

对于行开胸手术的患者，相较于单独使用 PCA 的患者，在给予静脉 PCA 的同时在鞘内给予吗啡能够达到更好的镇
痛效果。然而，胸段的硬膜外镇痛或者是椎旁置管似乎能提供更持久的镇痛效果，且呼吸抑制的风险更低。鞘内应用吗啡
降低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的效果并不优于单次给予扑热息痛和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因此，对于胸科手术，当硬膜外麻醉禁忌或在技术上不可行时，推荐 ITM 作为椎旁置
管协同镇痛方案或二线镇痛方案。 
 
脊柱手术 
 

研究表明，鞘内应用吗啡对于脊柱大手术的术后镇痛非常有效。Raw 等人推荐在静脉应用 PCA 的同时鞘内给予 3-
5mcg/kg 吗啡，能够在 大程度降低呼吸抑制风险的同时对这种疼痛剧烈的手术提供有效的镇痛 7。 
 
 
 
 
 

 芬太尼 吗啡 

日间手术 5 - 15mcg* 禁忌 
大关节置换术 +/- 5 - 15mcg* 100 - 200mcg* 
产科手术操作 10 - 15mcg* 100 - 150mcg* 
泌尿科手术 5 - 15mcg*  50mcg* for TURP 

100 - 300mcg 泌尿科大手术　✚ 
开腹大手术 不经常使用 300mcg up to 7 - 10mcg /kg** ✚ 
开胸手术 不经常使用 非一线镇痛方法 

高 10mcg/kg，当 PVB /硬膜外麻醉为禁
忌或者失败时 

脊柱手术 不经常使用 手术结束时直视下注射或者术前单次蛛网膜
下腔注射 3 - 5mcg/kg**✚ 

表 3. 对于不同种类手术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推荐剂量. *腰麻时与局麻药同时使用 (TURP=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prostate，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PVB= paravetebral block，椎旁阻滞) ** 任何患者给予 > 300mg ITM 在术后至少 24 小

时密切监测是否有呼吸抑制。 ✚为全麻患者围术期镇痛用 
 
慢性癌痛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报告，高达 75%的癌症患者在癌症的不同时期出现疼痛 8。这种疼
痛随着病情进展不断加重，并且不会因有效的治疗而减弱。逐渐衰弱所伴随的疼痛往往会引起抑郁，并常常得不到有效处
理。在这种情况下吗啡是 常用的药物，吗啡无效或不能耐受时可以选择氢化吗啡酮代替。对于难治性疼痛，或当患者对
于全身给药的副反应不耐受时，可选择鞘内给药 8。给药方案有许多种。许多机构开始时给予单次鞘内注射治疗，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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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短期鞘内置管。之后可能采用皮下隧道以便长时间留置鞘内导管，当需要延长治疗的时间时，还可以植入能够反复填
充药物并改变给药速率的泵装置 8。需要通过滴定的方式个体化给药，而推荐剂量并不实用。阿片类可以与低剂量的局麻
药、α受体激动剂（可乐定）、GABA 激动剂（普瑞巴林）或者其他药物（氯胺酮）配合使用。这些用药将不在本文做过
多的介绍。可能出现的相似的副反应在后文中详细介绍。虽然发生率低但也应注意在植入泵部位或者更严重的情况，在蛛
网膜下腔，出现血肿和/或感染。 
 

鞘内注射阿片类药物的并发症  

 
与其他给药途径相同，鞘内给予阿片类药物有良好的镇痛效果，也存在着出现严重副反应的风险。呼吸抑制，尤其是

鞘内给予吗啡产生的特异性的延迟性呼吸抑制，是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 可怕并发症。一项大样本的系统分析显示，鞘内
给予吗啡有很高的出现呼吸抑制的风险，OR 值为 7.86 和 NNH 为 15 6。尽管一些患者需要通过给予纳洛酮拮抗来保持足
够的通气，却没有患者因为呼吸抑制需要插管。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评估呼吸抑制的研究对象存在异质性，且并不清楚大
于 300mcg 时出现呼吸抑制的风险。Jacobsen 等人证实了在鞘内给予 1-2.5mcg 吗啡时患者呼吸抑制的发生率为 60-
100%。但已发表的文章中，对于呼吸抑制的定义并不统一，使其真实的发生率无法查明。 
 

表 1 显示了常规在临床应用鞘内吗啡时呼吸抑制的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这揭示了尽量避免在日间手术中应用鞘内吗
啡的原因。由于呼吸频率和潮气量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发现呼吸抑制可能比较困难。一些患者可能呼吸频率正
常但是出现二氧化碳蓄积，也有一些患者因潮气量增加，虽然呼吸频率低但二氧化碳分压是正常的 2。脉搏氧饱和度监测
可以检测出低氧合的患者，但却不能提示高碳酸血症。然而这些情况与鞘内吗啡剂量高于 300mcg 直接相关。因此，对于
无法在术后 24 小时内监测血气的患者，鞘内给药不要超过 300mcg。出现呼吸抑制危险因素包括：高龄（>65 岁）、鞘内
吗啡用量大于 300mcg、同时通过其他途径给予阿片类药物 9。根据 ASA 的指南，为发现和治疗椎管内阿片用药所引起呼
吸抑制，推荐鞘内给予吗啡后在 12 小时内每小时监测一次，12-24 小时内每两小时监测一次。在第一个 24 小时之后的监
测频率应根据患者临床情况进行调整 9，10。总体来说，患者没有缺氧时，不常规吸入氧气，因为常规吸氧可能掩盖呼吸抑
制并且使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9。 
 

瘙痒是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非常常见的副反应，和其他副反应一样，可能因 ITM 而持续很长时间。研究表明，其发生
率为 5.1%-85%。由于瘙痒是 ITM 造成的，给予抗组胺释放药物来治疗瘙痒的价值有待商榷。有人认为对于这类患者昂丹
司琼是有效的治疗用药。一些研究表明，在 ITM 出现瘙痒后，给予 2mcg/kg/h 的纳洛酮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并且不影响镇痛
效果。另有研究表明亚镇静剂量的丙泊酚治疗此类瘙痒有效。 

 
 

并发症 发生率 

呼吸抑制 时常发生( 7%) 

瘙痒 经常发生 (5.1 - 37%) 

尿潴留 可能增加尿潴留的风险，但由于围术

期患者置入尿管而不容易判断 

恶心呕吐 非常常见 (≥25%) 

表 4: 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并发症 

 
尿潴留是 ITM 常见的并发症，但是在使用亲脂性阿片类药物时不会出现。一项发表在《英国麻醉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的系统性分析表明，在大手术中鞘内单纯应用阿片类药物而不加入局麻药时，尿潴留的发生率会
轻微上升 6。未诊断的膀胱膨胀会导致膀胱逼尿肌损伤，故应监测患者尿潴留情况，如发现尿潴留应置入尿管。 

与任何途径给予阿片类药物都可引起恶心呕吐。与其他给药途径相比，鞘内给予阿片类药物引起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是
否更高，目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模棱两可 6。脂溶性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和舒芬太尼可能不会引起恶心呕吐。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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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吗啡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与全身给药基本相等。因此，应常规进行恶心呕吐的预防和治疗。5HT3 拮抗剂昂丹司琼不
仅可以用来治疗和预防恶心呕吐，还可以减少鞘内给予吗啡所引起的瘙痒。 

其他的副反应如镇静作用、胃排空延迟和出汗，并不会比全身用药更严重。 
一些其他的研究提倡常规持续输注纳洛酮以减少呼吸抑制和其他副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既可以减少副反

应，尤其是呼吸抑制，又可以维持镇痛效果的纳洛酮的合适剂量。有关纳洛酮合适剂量的深入研究可能让患者接受大剂量
的鞘内吗啡注射后，在普通病房监护水平下仍保证安全。然而，解决以上问题尚缺乏证据，患者在接受大于 300mcg 鞘内
吗啡的第一个 24 小时内，仍需要在高医患比例、频繁或持续的监测下进行严密护理。 
 
答案 
1. 对于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药效学和机制，以下说法是否正确： 

a. 错误 – 阿片类药物与受体结合可减少钙内流、增加钾外流，后一机制造成细胞超极化。 

b. 错误 – 受体与阿片类药物结合后使细胞超极化，减少信号传递。  

c. 错误 – 芬太尼有中等的脊髓选择性。 

d. 错误 – 吗啡是亲水性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是亲脂性的。 

e. 错误 – 芬太尼是亲脂性的，可以与神经和血管组织结合，其在脑脊液中的浓度迅速降低。 

2. 对于鞘内应用阿片类药物 

a. 错误 – 芬太尼可以增强镇痛效果而不延长运动阻滞时间。 

b. 错误 –因为有发生延迟性呼吸抑制的风险，日间手术禁用鞘内吗啡。 

c. 正确 –对于髋关节置换来说 100mcg 是有效剂量，对于膝关节置换来说 150 – 200mcg 是有效剂量。 

d. 正确 –对于胸科手术的患者，硬膜外和椎旁置管比 ITM 更有效。ITM 联合椎旁置管可作为二线镇痛方案。 

e. 错误 –降低疼痛评分并减少其他镇痛药物的使用，但不能改善患者预后。 

3. 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a. 错误 –芬太尼会引起早期、短暂的呼吸抑制。 

b. 正确 – 单次给予纳洛酮作用时间短。因此，在出现严重的呼吸抑制、给予单次纳洛酮后，应开始持续静脉输

注纳洛酮以防止呼吸抑制复发。 

c. 错误 – 抗组胺药物不能减轻瘙痒的感觉，却可以引起困倦，因此可以减少抓挠。 

d. 正确 – 5HT3 拮抗剂被证实可以减轻鞘内使用阿片类药物带来的恶心和呕吐，并且可能会减少瘙痒。 

e. 错误 –鞘内应用吗啡可增加尿潴留的风险，但不是剂量相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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