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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布卡因表面麻醉下行小梁切除术 56例临床分析

  张  进  (湖北省荆州市妇幼保健院眼科, 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 目的: 分析评价表面麻醉下行青光眼小梁切除术的麻醉效果及手术安全性。方法: 对接受此手术

的56 例 ( 102 只眼) 青光眼患者行小梁切除术, 用 01 4%奥布卡因行表面麻醉, 总结分析其麻醉效果及术

后效果。结果: 奥布卡因表面麻醉下行小梁切除术, 除上直肌固定时有不同程度痛感外, 其余步骤镇痛

效果好, 能避免球后麻醉并发症, 术后并发症无特殊。结论: 奥布卡因表面麻醉下行小梁切除术是一种

安全、有效、并发症少的麻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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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后麻醉或球周麻醉是青光眼手术中较常用的麻醉方式, 但它可引起球后出血, 眼球穿孔等严重并

发症, 尤其是对小视野、低视力的晚期青光眼患者, 易引起一过性失明, 或由于麻醉药物的毒性作用,

更进一步加深了视神经的损害。为了预防和减少青光眼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手术安全性, 我科对 56例

( 102眼) 青光眼患者在表面麻醉下行小梁切除术, 取得较满意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1  一般资料

我科 2003年 7月~ 2004年9月收治确诊为青光眼患者 56例102只眼, 其中男性30例 58只眼, 女

性 26例 44只眼。年龄 20~ 75岁。急性闭面型青光眼 31例, 慢性闭面型青光眼 22例, 先天性青光眼

青少年型 1例, 原发性开型青光眼 2例。56例中有 12例晚期青光眼, 呈管状视野, 中心视野在 10b以

内, 视乳头杯盘比> 01 8, 5例为持续性高眼压, 药物不能控制。

11 2  方法

1) 麻醉方法  术前 15 m in, 应用日本产 01 4%盐酸奥布卡因点入结膜囊内, 每次 1~ 2滴, 间隔 5

min, 共 3次, 手术中如有疼痛感, 可追加 01 4%盐酸奥布卡因 1~ 2 次。根据术中患者感觉及配合程

度, 将麻醉效果分Ó级; Ñ级术中无疼痛感, 手术配合良好; Ò级术中有轻微疼痛, 追加滴药 1- 2次

后, 可耐受, 基本配合手术; Ó级术后疼痛剧烈, 追加滴药后, 仍难以忍受, 配合欠佳, 完全不能配合

者, 需改用球后阻滞麻醉完成手术。

2) 手术方法  术前常规使用镇静剂, 年老患者及心电图异常者行心电监护, 麻醉完毕, 开睑器开

睑, 做一以穹窿部为基底的结膜瓣, 行上直肌牵引缝线固定眼球, 做一以角巩缘为基底 1/ 2巩膜厚度的

梯形巩膜瓣 4 mm @ 5 mm, 向前剖入透明角膜 1 mm, 在透明角膜上行前房穿刺、缓慢放出房水以降低

眼压, 切除小梁组织约 11 5 mm @ 2 mm , 切除相应处周边虹膜, 恢复虹膜, 用10-0尼龙丝线, 间断缝合巩

膜瓣顶角两针, 间断缝合球结膜切口两针, 结膜下注射庆大霉素2万u和地塞米松 2 mg, 加压包扎。

11 3  结果

本组 56 例 102 只眼在小梁切除术中, Ñ级麻醉效果 86 只眼占 831 1% , Ò级麻醉效果 10例占

91 8% ; Ó级麻醉效果 6例占 51 9%, 所有患者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 术中未出现 1例一过性失明。

2  讨   论

球后阻滞麻醉一直以来是内眼手术较常用的麻醉方式, 术中眼球制动好, 麻醉效果理想, 但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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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直视下进行, 易误伤肌圆椎内重要血管、神经, 甚至刺破眼球, 引起严重并发症, 特别是对视神经

损害较严重的青光眼患者, 局麻药物的毒性作用能更进一步损伤脆弱的视神经, 引起失明。而表面麻醉

则具有操作简单、安全、并发症少的优点, 避免了球后麻醉所致的并发症及结膜下浸润麻醉所致的结膜

下出血、水肿, 有利于手术野的暴露。

青光眼手术中涉及的眼组织包括上方球结膜, 角巩膜, 巩膜及虹膜, 上直肌, 从解剖结构来看, 角

膜缘前部巩膜、角膜、虹膜的感觉神经是由睫状长神经在前部脉络膜及睫状体附近形成的睫状神经发出

的细小分枝支配, 上直肌是由动眼神经支配, 神经支从肌肉下面中后 1/ 3交界处进入
[ 1]
。本文中应用

01 4%奥布卡因行表面麻醉, 麻醉强度为可卡因的 20倍, 显效时间平均为 16 sec, 麻醉持续时间为 14

min, 药物滴入结膜囊, 主要分布于眼前节段组织, 如结膜、角膜、房水, 其次是虹膜、睫状体。本病

例中疼痛多集中于手术初期, 固定上直肌及术毕球结膜下注射药物二步骤, 据我们以往临床观察, 即使

是行球后阻滞麻醉, 牵拉上直肌行牵引缝线时, 患者仍有疼痛等不适感, 只要术者能熟练, 迅速找到上

直肌, 操作轻柔, 即使有疼痛也只是暂时, 一过性患者多可耐受。而麻醉效果处于 Ó级的患者, 均是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 眼部充血严重, 眼压持续升高, 降压药物效果不显者。此类青光眼对局麻药物不敏

感, 术中镇痛效果差, 患者难以配合, 而改用球结膜下麻醉成球后麻醉。

本组中 12例晚期青光眼患者, 在整个手术中均未出现一次性失明或失明, 保留了患者仅有的部分

神野, 未发生严重术后并发症。以上可以说明, 除外眼部充血严重, 眼压持升高患者, 表面麻醉下行青

光眼小梁切除术是可行的, 且对患者来说是安全、可接受的, 但术中也应注意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

化。与患者交流术中感受, 消除患者紧张情绪, 术者术中操作轻柔熟练, 可减少抗青光眼手术中对视神

经的损害, 提高手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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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º 术前应认真阅读影像学检查资料, 如有疑问可向放射科医师请教。一般中耳癌的 CT 特征: 表

现为以中、下鼓室为中心的软组织密度灶, 密度均匀, CT 值大约 50 HU 左右, 外耳道及咽鼓管早期

可以受累; 呈溶骨性骨质破坏, 形态不规则, 边缘无骨硬化表现, 外耳道后壁破坏较前壁严重; 病灶侵

入颞叶, 形成肿块, 灶周脑水肿可以不明显; 增强扫描见病灶有中度增强影;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必须

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第 1次手术后虽然病理报告为慢性炎症并胆脂瘤形成, 但很快复发, 而且又

是过度生长的肉芽样组织, 这些表现很难单纯用慢性炎症来解释, 作为临床医师必须提高警惕。Ken-

yon ( 1985)
[ 2]
报道部分中耳鳞癌组织切片中有胆脂瘤结构, 提示癌肿可能 60% ~ 90%起源于胆脂瘤上

皮; ¼由于术后病理结果报告为 /炎症0, 故未能明确中耳癌的诊断, 因此也未能进一步处理, 导致肿

瘤扩散, 给病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病例 2误诊的原因: ¹长期表现为慢性中耳炎症状, 无神经受损等中耳癌的表现; º 颞骨 CT 及

MRI检查乳突呈慢性炎症表现, 骨质破坏不明显, 头颅 CT 颞叶肿物也表现为炎性改变; » 患中耳炎

的病人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时, 往往只考虑耳源性并发症的可能性, 当中耳癌症状不典型、肿物不向

外耳道生长时, 就忽视了中耳炎并存中耳癌的可能性; ¼对长期不愈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治疗不当。该病

人鼓室内有肉芽组织, 理当早期手术探查或取肉芽送病检, 便可及早发现中耳癌, 并早期给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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