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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常见疼痛的处理专家建议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 

一

、前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1979年 )和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IASP，1986年)定义疼痛为：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引起 

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体验 ⋯。1995年，美国疼痛学会主席 

James Campell提出将疼痛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 

疼痛是骨科医生面临的常见临床问题。如果不在初始阶 

段对疼痛进行有效控制 ，持续的疼痛刺激可引起中枢神经系 

统发生病理性重构，急性疼痛有可能发展为难以控制的慢性 

疼痛。慢性疼痛不仅是患者的一种痛苦感觉体验，而且会严 

重影响患者的躯体和社会功能，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 

用，使患者无法参与正常的生活和社交活动。近年来，随着生 

活水平的改善和对疼痛认识的提高，人们对镇痛的需求也 日 

益增加。因此，在明确病因、积极治疗原发骨科疾病的基础 

上，尽早镇痛是医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建议所涉及的疼痛 

处理仅指对非恶性 、肿瘤性的急 、慢性骨骼肌肉疼痛及骨科 

围手术期疼痛的处理 ，不涉及对其原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 

本文仅为学术性建议 ，具体实施时仍需根据患者以及具 

体 的医疗情况而定。 

二、疼痛的分类 

根据疼痛持续的时间和性质，可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 

痛。急性疼痛是指新近产生并可能短期存在(3个月以内)的 

疼痛 ，持续 3个月以上的疼痛即为慢性疼痛[4]。 

根据病理学机制，疼痛可分为伤害感受性疼痛和神经病 

理性疼痛或包含两者的混合性疼痛。伤害感受性疼痛是指伤 

害感受器受到有害刺激引起的反应 ，疼痛的感知与组织损伤 

有关。由外周或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引起的疼痛综合征 

称之为神经病理性疼痛。 

三、疼痛的判定及评估 

在疼痛诊断与评估过程中，应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体 

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确认患者是否存在以下情况：(1)需要紧 

急评估处理的严重情况，如肿瘤 、感染 、骨折及神经损伤等； 

(2)影响康复的精神和职业因素，包括 ：对疼痛的态度、情感、 

职业特点等。对于上述临床、精神和职业因素需要同时进行 

干预处理 。 

四、疼痛的处理 目的及原则 

(一)疼痛的处理 目的：(1)解除或缓解疼痛；(2)改善功 

能；(3)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4)提高生活质量，包括身体状 

态、精神状态的改善。 

(二)疼痛的处理原则：应包括五方面。 

l_重视健康宣教：疼痛患者常伴有焦虑、紧张情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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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并与其沟通，以得到患者的 

配合 ，达到理想的疼痛治疗效果。 

2．选择合理评估 ：对急性疼痛而言，疼痛评估方法宜简 

单。如需要量化疼痛的程度，可以选择量化方法。 

3．尽早治疗疼痛 ：疼痛一旦变成慢性，治疗将更加困难。 

因此，早期治疗疼痛十分必要。对术后疼痛的治疗，提倡超前 

镇痛 (preemptive analgesia)，即在伤害性刺激发生前给予镇 

痛治疗。 

4．提倡多模式镇痛：将作用机制不同的药物组合在一起， 

发挥镇痛的协同或相加作用，降低单一用药的剂量和不良反 

应，同时可以提高对药物的耐受性，加快起效时间和延长镇 

痛时间。目前 ，常用模式为弱阿片类药物与对乙酰氨基酚或 

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等的联合使用，以及 NSAIDs和阿 

片类药物或局麻药联合用于神经阻滞。但应注意避免重复使 

用同类药物。 

5．注重个体化镇痛 ：不同患者对疼痛和镇痛药物的反应 

存在个体差异，因此镇痛方法应因人而异，不可机械地套用 

固定的药物方案。个体化镇痛的最终 目标是应用最小的剂量 

达到最佳的镇 痛效果 。 

五 、骨科疼痛处理的常用方法 

(一)非药物治疗 ：包括患者教育 、物理治疗(冷敷 、热敷 、 

针灸、按摩、经皮电刺激疗法)、分散注意力、放松疗法及自我 

行为疗法等。非药物治疗对不同类型疼痛有不同的治疗效果 

及注意事项，应根据疾病及其进展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二)药物治疗：在使用任何一种药物之前 ，请参阅其使 

用说明书。 

l_局部外用药物 ：各种 NSAIDs乳胶剂 、膏剂 、贴剂和非 

NSAIDs擦剂辣椒碱等。局部外用药物可以有效缓解肌筋膜 

炎、肌附着点炎、腱鞘炎和表浅部位的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 

炎等疾病引起的疼痛。 

2．全身用药 ：(1)对乙酰氨基酚b]，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合成前列腺素，产生解热镇痛作用，日剂量不超过 40OO mg 

时不良反应小，过量可引起肝损害 ，主要用于轻 、中度疼痛。 

(2)NSAIDs[ ，可分为传统非选择性 NSAIDs和选择性 COX- 

2抑制剂，用于轻、中度疼痛或重度疼痛的协同治疗。目前 ，临 

床上常用的给药方式包括 13服 、注射、置肛等。 

选用 NSAIDs时需参阅药物说明书并评估 NSAIDs的危 

险因素(表 1)。如患者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危险性较高，使 

用非选择性 NSAIDs时加用 H 受体阻断剂、质子泵抑制剂和 

胃黏膜保护剂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1)等胃肠道保护剂 ，或 

使用选择性 COX-2抑制剂。应用 NSAIDs时，对于心血管疾 

病高危患者，应权衡疗效和安全性因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 月筮2 鲞箍 期 h 

表 1 NSAIDs危险因素 

部位 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 

1．高龄(>165岁)； 

2．长期应用NSAIDs： 

上消化道 茬 霎 血病史： 
5．使用抗凝药： 

6．酗酒史。 

1．高龄(≥65岁) 

2．脑血管病史(有中风史或目前有一过性脑缺血 

脑、肾 ‰ 病史； 
4．同时使用ACEI及利尿剂； 

5．冠脉搭桥围手术期禁用 NSAIDs。 

应注意避免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NSAIDs。老年人 

宜选用肝、肾、胃肠道安全性记录好的 NSAIDs药物。 

3．阿片类镇痛药[7]：主要通过作用于中枢或外周的阿片 

类受体发挥镇痛作用，包括可待因、曲马多、羟考酮、吗啡、芬 

太尼等。阿片类镇痛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 

便秘、嗜睡及过度镇静、呼吸抑制等。 

阿片类镇痛药用于治疗慢性疼痛时，应及时监测患者疼 

痛程度。以调整其剂量，避免药物依赖。 

4．复方镇痛药 ]：由两个或多个不同作用机制的镇痛药 

组成。以达到协同镇痛作用。目前，常用的复方镇痛药有对乙 

酰氨基酚加曲马多[1 o]等。在复方制剂中，对乙酰氨基酚日剂 

量 不超过 2000mg。 

5．封闭疗法：是将一定浓度和数量的类固醇激素注射液 

和局部麻醉药混合注射到病变区域 。如关节、筋膜等。临床应 

用类固醇激素主要是利用其抗炎作用。改善毛细血管的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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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抑制炎症反应，减轻致病因子对机体的损害。常用皮质激 

素有甲基强的松龙、地塞米松等。应用于局部神经末梢或神 

经干周围的常用药物为利多卡因、普鲁卡因和罗哌卡因等。 

6．辅助药物 ：包括镇静药 、抗抑郁药 、抗焦虑药或肌松 

药等。 

六、骨骼肌肉疼痛处理流程 

骨骼肌肉疼痛处理流程 ” (图 1)主要包括：(1)评估病 

史 、体格检查等；(2)制定疼痛处理方案 ；(3)分析疼痛、镇痛 

效果和药物不良反应 ；(4)必要时修改疼痛处理方案；(5)健 

康宣教及反复评估。 

七、骨科围手术期疼痛处理 

骨科围手术期疼痛包括原发疾病和手术操作引起的疼 

痛，或两者兼而有之。 

(一)围手术期镇痛的目的：(1)减轻术后疼痛，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2)提高患者对手术质量的整体评价；(3)使患 

者更早地开展康复训练；(4)降低术后并发症。 

(二 )骨科 围手术期疼痛处理：有效的围手术期疼痛处 

理[1“ (图 2)应包括术前 、术 中及术 后三个 阶段 ，术 中镇痛 由 

麻醉科医生承担，在本建议中不再赘述。 

1．术前镇痛：部分患者由于原发疾病需要术前镇痛治疗， 

考虑到药物对出血的影响(如阿司匹林)，应换用其他药物或 

停止使用。 

2．术后镇痛：术后疼痛强度高，炎症反应重：不同手术的 

疼痛强度及疼痛持续时间有较大差异，与手术部位及手术类 

型相关(表 2)。术后即可进食者可采用口服药物镇痛，术后禁 

食者可选择静脉点滴等其他给药方式。 

八、常见疼痛强度评估方法 

(一)数字评价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2O]：用 

I中 非药 物 、 

镇痛剂+急诊处理 轻度疼痛 外用药 、 再 障 

(手术、放射治疗及抗生 乙 酰 氨 旰 
≤3分 次 素治疗) 基酚或 

一  

／ NSAIDs 评 估 非药物
、 

疼 

卦圜 圉怛a--6~黼}卜 外用药、 痛 NSAIDs、 、 阿片或 -—- 镇 
痛I ＼ 复方镇 痛 痛药 

效 ＼ 果 
非药物 、外 及 

I重度疼l 用药、复方 不 1
痛>17 1 镇痛药、强 --—-—● }
分 I 阿片+辅助 良 

药、NSAIDs 反 

应 

图1 骨骼肌肉疼痛处理流程 

a．调整镇痛剂和 

辅助药物 

b．考虑辅助治疗 

(如，封闭治疗) 

c．治疗不良反应 

a．再确定诊断 

b．调整镇痛剂和 

辅助药物 

c．考虑辅助治疗 

(如，封闭治疗) 

d．治疗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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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围手术期镇痛方案 

●参考因素：手术类型及预期术后疼痛强度，并综合考虑各 

种治疗的利益风险。 

●疼痛治疗计划的制定原则：及早开始镇痛、个体化镇痛、多 

模式镇痛。 

术前准备 

(1)药物调整，避免突然撤药；(2)降低术前疼痛和焦虑的治 

疗；(3)作为多模式镇痛的组成部分之一，术前镇痛；(4)患 

者及家属教育(包括行为疼痛控制技巧等)。 

围手术期镇痛：评估风险后，可选择硬膜外或内服阿片类镇 

痛、患者自控镇痛或区域阻滞镇痛。 

再次评估疼痛、镇痛效果及不良反应，调整镇痛方案。 

图2 围手术期疼痛处理方案 

表2 常见骨科手术的术后疼痛程度 

疼痛程度 骨科手术类型 

轻度疼痛 关节清洗术，局部软组织手术，内固定取出等 

中度疼痛 关节韧带重建，脊柱融合术，椎板切除术等 

重度疼痛 骨肿瘤手术，关节置换术，骨折内固定术，截肢术等 

10代表不同程度的疼痛 ：0为无痛，1~3为轻度疼痛 (疼痛 

尚不影响睡眠 )，4,6为 中度疼痛 ，7 为重度疼痛 (不能入 睡 

或睡眠中痛 醒)，l0为剧痛 (图 3)。应该询 问患者疼痛的严重 

程度 ，作出标记，或者让患者自己圈出一个最能代表白身疼 

痛程度的数字。此方法 目前在临床上较为通用。 

(二)语言评价量表(verbal description scales，VDS) “：可 

分为四级。 

0级 ：无疼痛。 

I级(轻度)：有疼痛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无干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无痛 剧痛 

图3 数字评价量表示意图 

Ⅱ级(中度)：疼痛明显，不能忍受 ，要求服用镇静药物， 

睡眠受干扰。 

Ⅲ级(重度)：疼痛剧烈，不能忍受，需用镇痛药物，睡眠 

受严重干扰，可伴 自主神经紊乱或被动体位。 

(三)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IJ：在纸 

上划一条长线或使用测量尺 (长 为 10 cm)，一端 代表无痛 ，另 

一 端代表剧痛 (图 4)。让患者在纸上 或尺上最能反 应 自己疼 

痛程度的位置划“X”。评估者根据患者划“X”的位置估计患者 

的疼痛程度 。 

无痛 剧痛 

图 4 视觉模拟评分示意图 

疼痛的评估不但在患者静息时进行 ，对使用镇痛药物的 

患者还应在运动时进行 ，只有运动时疼痛明显减轻 ，才更有 

利于患者的功能锻炼和防止并发症。VAS虽在临床广泛使 

用，但仍存在缺点：(1)不能用于精神错乱或服用镇静剂的患 

者；(2)适用于视觉和运动功能基本正常的患者；(3)需要由 

患者估计 ，医生或护士测定；(4)如果照相复制长度出现变 

化，则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测量距离时有困难。 

(四)面部疼痛表情量表(FPS—R) 。刀]：FPS较为客观且 

方便 ，是在模拟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使用从快乐到悲伤及 

哭泣的 6个不同表现的面容(图5)，简单易懂，适用面相对较 

广，即使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幼儿也可供临床参考。 

⑧③④⑧ ⑧⑧ 
0 1 2 3 4 5 

图5 面部疼痛表情量表示意图 

(五)McGill调查问卷(MPQ) ]：MPQ主要目的在于评价 

疼痛的性质，它包括一个身体图像指示疼痛的位置 ，有 78个 

用来描述各种疼痛的形容词汇，以强度递增的方式排列，分 

别为感觉类、情感类 、评价类和非特异类。此为一种多因素疼 

痛调查评分方法，它的设计较为精密，重点观察疼痛性质、特 

点、强度、伴随状态和疼痛治疗后患者所经历的各种复合因 

素及其相互关系，主要用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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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微创外科学》已经出版 

由我国著名脊柱外科专家刘尚礼教授编写的《脊柱微创 

外科学》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我国 

200O年以来开展脊柱微创外科技术研究成果的总汇。 

全书共分 7个章节，着重介绍脊柱微创外科的内镜技 

术、经皮穿刺技术及导航技术。其中内镜技术章节对后路内 

镜近 5年的飞跃发展、适应证的扩展和良好的I临床效果等有 

精彩的描述。对胸腔镜及腹腔镜治疗前路脊柱疾病，特别是 

· 、?肖 · 

脊柱侧凸等严重畸形 ，对经皮穿刺技术及导航技术等均有详 

细介绍 。 

《脊柱微创外科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理论 

联系实际，是我国近年脊柱微创外科 的总结 ，也是有志于从 

事微创事业年轻医生的必读教材。 

本书定价 148元 。 

购书热线 ：(OlO)67605754，652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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