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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潜伏期电针镇痛对产妇应激激素及对硬膜外镇痛效果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初产妇 10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组：A 组（电针+硬膜外阻滞）n1=37；B 组（假电针+硬膜
外阻滞）n2=36；C 组（单纯硬膜外阻滞）n3=31。A 组于宫口开至 1 cm 时用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刺激合谷、三

阴交穴针刺镇痛直至活跃期开始（宫口 3cm）；B 组同 A 组，但为假针刺激；C 组无电针干预，三组均于宫口 3
cm 时行硬膜外阻滞并自控硬膜外镇痛。记录电针即刻（T0）、电针后 1h（T1）、电针后 2h（T2）、硬膜外阻滞即
刻（T3）、硬膜外阻滞后 1h（T4）、硬膜外阻滞后 2h（T5）、宫口开全时（T6）视觉模拟评分（VAS），于 T1-T3、T6 抽

取产妇静脉血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皮质醇（COR）浓度，记录自控镇痛泵有效按压和总按压次

数、舒芬太尼、罗哌卡因用量。结果 （1）三组 T0 VAS 无显著性差异（P＞0.05）；
（2）组间 VAS 比较：A 组 T1T6 各时间点与 B 组、C 组相比 VAS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组内 VAS 比较：A 组 T1-T6 各
时间点 VAS 显著低于 T0，有统计学差异（P＜0.05），B、C 两组 T4-T6 VAS 较 T0
关键词：潜伏期

电针

硬膜外阻滞

doi: 10.11842/wst.20181227008

分娩镇痛

中图分类号: R714

潜伏期电针镇痛对分娩产妇应激反应及硬膜外

文献标识码: AA

就已存在，只是每个产妇疼痛程度不同，但都会给产
妇带来精神和身体上的创伤，随着产程进展，疼痛程

镇痛
明显降低，有统计有意义（P＜0.05）；
（4）药物用量

比较：B 组、C 组镇痛泵有效按压和总按压次数、舒芬

太尼、罗哌卡因用量均较 A 组产妇多，差异有统计学

意 义（P＜0.05）；
（5）ACTH、COR 浓 度 比 较 ：三 组 T2、
T3、T6 ACTH、COR 浓度较 T1 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

度愈发强烈，可诱发严重应激反应，继而引起产妇酸
碱平衡紊乱，宫缩异常,产妇疲劳等，可造成胎儿宫内
窘迫、产程延长、分娩出血、剖宫产和阴道助产率增加
等 [1]。据证实分娩疼痛与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或截指
疼痛程度相当[2]。因此潜伏期分娩镇痛非常有必要，

（P＜0.05），且 随 产 程 进 展 其 浓 度 逐 渐 增 加 ，但 A 组

但目前传统的镇痛方法用于潜伏期其安全性仍有有

0.05）。结论
结论：
：潜伏期电针分娩镇痛可有效减轻产妇

助产率增加、降低新生儿 Apgar 评分等[3]。本究采用电

T2、T3、T6 较 B、C 两组显著降低，有统计学意义（P＜

待提高，如可能会抑制宫缩、延长产程，剖宫产和阴道

疼痛，抑制产妇应激反应，增强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

针方法，从潜伏期开始镇痛，观察其疗效。

疗效，减少硬膜外阻滞药物用量，两者联合使用可安
全用于全产程镇痛，使潜伏期和活跃期产妇镇痛能形
成有效衔接。
分娩疼痛伴随分娩过程产生并逐渐加强，使产妇
处于恐惧、紧张、焦虑等情绪中，而分娩疼痛自潜伏期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邻水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

2016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在我院产科阴道分娩初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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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例。将所有纳入研究产妇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

1.4

统计分析

膜外阻滞) ，n=36；C 组：硬膜外阻滞组，n=31。纳入标

数据统计处理采用 SPSS 19.0 系统进行，所有计量
资料以（x ± s）示，计数资料采用率或百分比表示，多

（4）头盆对称；
（5）胎儿体重预计 2 kg-4 kg；
（6）无针灸

间两两比较采用 SNK 法；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组：A 组：
（电针+硬膜外阻滞），n=37；B 组：(假电针+硬

准：
（1）头位单胎；
（2）临产；
（3）初产妇（37 周-42 周）；
治疗史；
（7）适宜阴道分娩；
（8）自愿硬膜外镇痛；
（9）
理解并签字。排除标准：
（1）脐带绕颈、胎位异常；
（2）
骨盆、胎盘异常；
（3）脏器功能严重异常；
（4）糖尿病；

（5）生殖系统异常；
（6）精神异常者；
（7）穿刺部位皮肤
异常；
（8）胎心异常；
1.2

方法
本研究选择合谷、三阴交穴，二者已常规用于针

刺镇痛，且常配伍使用[4]。在产妇规律宫缩至宫口 1
cm 时，针刺 A 组产妇双侧合谷、三阴交穴，得气后，接

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两对电极各自连接到同侧三阴
交和合谷穴，通电刺激 30 min，间隔 15 min，然后再通
电 30min,如此交替进行直至宫口 3 cm。参数设置：以
2 Hz/100 Hz 疏密波刺激，6 s 为周期，2 Hz 与 100 Hz 刺

激 交 替 输 出 ，2 Hz 波 宽 为 0.6 ms，100 Hz 波 宽 为 0.2
ms，强度以产妇能耐受为宜。B 组只将针刺针轻轻刺
激产妇相应穴位，但未刺破皮肤，然后用胶布固定并

接电极，同时保持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电流开关关闭

状态。C 组无电针干预。三组在宫口 3 cm 时于 L2-3
间隙操作硬膜外阻滞，注入 1％利多卡因 3 mL，监测 5
min，无全脊髓麻醉及入血证据，注入 4mL 负荷量舒芬

太尼（0.05%）、罗哌卡因（0.1%）混合液，10 min 后测试

平面，严控胸 10 以下水平，然后接硬膜外自控镇痛装
置（PCA），按 6mL/h 泵注，PCA 单次量 4 mL，锁定时间
30 min，产妇据疼痛感受自控 PCA 按键追加药物，至宫

口 10 cm 停用 PCA。两对电极分别连接于患者同侧的

结果

2

该研究总共纳入 120 例，每组 40 例，但 A 组有 2 例

退出研究，1 例剖宫产，B 组 2 例退出研究，1 例剖宫产，
C 组有 6 例退出研究,3 例因为娩出后称重新生儿体重
>4kg，与分娩前胎儿体重评估有差异而剔除研究，最
终三个组各有 37、36、31 例。
2.1

产妇一般资料统计与比较

三组产妇年龄、分娩时孕周、所产新生儿体重比

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1＞0.05），组间两两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P2＞0.05）,认为三组产妇在随后的统计分析
中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产妇一般资料比较（x ± s）

分组

例数

年龄（y）

孕周（d）

A组

37

30.43±4.752

278.49±7.343

3287.73±717.597

C组

31

30.38±4.793

278.03±7.663

2975.00±657.263

B组

36

P1 值

30.25±5.173
0.982

277.14±7.914

0.984

P2 值

0.694
0.740

注：三组比较,P1＞0.05，组间两两比较，P2＞0.05。

2.2

新生儿体重（g）
3007.44±507.666
0.078
0.106

镇痛疗效比较
（1）三组 T0 时间点 VAS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2）组 间 VAS 比 较 ：A 组 T1-T6 各 时 间 点 与 B
组、C 组相比 VAS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组内 VAS 比较：A 组 T1-T6 各时间点 VAS 显

著低于 T0，有统计学差异（P＜0.05），B、C 两组 T4-T6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标准（0 分-10 分），0

见表 2。

分:无痛；3 分以下:轻微疼痛；4 分-6 分: 明显疼痛；7

分-10 分:疼痛难忍。评估时间点：T0、T1、T2、T3、T4、
T5、T6。常规连续胎心、产妇心电监测等。记录产妇

按 压 PCA 有 效 次 数 、按 压 总 次 数 ，缩 宫 素 使 用 时 间

（min）、舒芬太尼和罗哌卡因用量等，分别于 T1-T3、T6
时 抽 取 产 妇 静 脉 血 并 采 用 ELISA 试 剂 盒 测 量 血
ACTH、COR 浓度。
2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指标

合谷和三阴交
1.3

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组

VAS 较 T0 明 显 降 低 ，有 统 计 有 意 义（P＜0.05）；
2.3

硬膜外阻滞药物用量比较

A 组产妇镇痛泵按压次数、有效按压次数及舒芬

太尼、罗哌卡因用量均比 B 组和 C 组显著减少，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应激激素释放比较

三组产妇 T2、T3、T6 外周血 ACTH、COR 浓度较 T1

明显升高（P＜0.05），且随产程进展 ACTH、COR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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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产妇 VAS 评分比较（x ± s）

表2
A组

参数

B组

7.95±0.998

电针即刻
电针后 1h
电针后 2h

8.00±1.042

硬膜外阻滞即刻

195.689

＜0.001

53.689

＜0.001

8.42±0.874

8.55±0.723

2.33±0.535

＊

471.259

＜0.001

＜0.001

注： 与电针即刻比较，P＜0.05；&与 A 组比较，P＜0.05。

&

3.03±1.016＊&
2.16±0.688

＊&

1.92±0.649＊&

0.062

8.47±0.845&

&

3.22±0.898＊&

345.127

P值

＜0.001

4.57±1.091

8.33±0.868&

＊

1.00±0.000＊

F值

93.122

8.03±1.048

8.48±0.851&

1.14±0.347

宫口开全

P值

8.14±0.990&

1.57±0.647＊

硬膜外阻滞 2 小时

F值

5.49±1.146＊
4.76±1.090＊

硬膜外阻滞 1 小时

C组

＊&

1.87±0.499＊&

497.723

0.94

194.542

＜0.001

40.194

＜0.001

43.497

＜0.001

＜0.001

＊

硬膜外阻滞药物用量比较（x ± s）

表3
药物用量

分组

n

罗哌卡因总量（mg）

A组

37

34.97±2.862

C组

31

39.29±7.039＊

B组

36

F

舒芬太尼总量（μg）

39.58±2.419＊

按压比

4.65±0.919

11.46±2.219

0.42±0.106

19.65±3.519＊

5.19±1.012＊

13.06±2.128＊

0.40±0.055

12.172

＜0.001

总按压（次数）

17.49±1.431

19.79±1.209＊

12.172

P

有效按压（次数）

＜0.001

注： 与 A 组比较，P＜0.05。

5.42±1.052＊

3.642
0.003

12.56±3.084＊
6.103
0.030

0.44±0.085
2.147
0.122

＊

呈逐渐增加趋势，但 A 组增加幅度较其他组小，其 T2、

T3、T6 三个时间点 ACTH、COR 浓度较 B、C 两组更低，
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4，5，6，7。

不同时间点 ACTH 值比较（pg/ml）
（x ± s）

表 4

A组

参数
电针 1 小时

B组

10.77±2.39

C组

10.80±2.52

11.14±2.20

电针 2 小时

12.08±1.91＊

12.64±1.86＊

13.32±1.65＊

宫口开全

13.61±1.85＊

15.17±1.85＊

15.66±2.16＊

12.95±1.78

硬膜外阻滞即刻
F值

13.909

P值

13.89±1.71

＊

＜0.001

＊

30.931

＜0.001

14.46±1.86＊
29.342

＜0.001

注：＊与电针后 1 小时比较，P＜0.05；

表 5

组间 ACTH 值比较（pg/ml）
（x ± s）

n

针刺 1h

A组

37

10.77±2.39

12.08±1.91

C组

31

11.14±2.20

13.32±1.65＊ 14.46±1.86＊

B组
F值

P值

36

10.80±2.52
0.236
0.791

注：＊与 A 组比较，P＜0.05。

针刺 2h

硬膜外阻滞

分组

即刻
12.95±1.78

12.64±1.86＊ 13.89±1.71＊
0.023
0.023

6.297
0.003

宫口开全
13.61±1.85

15.17±1.85＊
15.66±2.16＊
10.53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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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时间点 COR 值比较（pg/mL）
（x ± s）

A 组（n=37）

参数
针刺 1 小时

299.84±25.35

硬膜外阻滞即刻

369.30±30.24＊

针刺 2 小时

395.78±33.91

F值

P值

针刺 1h

分组

375.97±25.19＊

412.81±36.45＊
439.75±39.45

＊

403.06±38.56＊
431.19±49.57＊

＊

105.941

＜0.001

表7

308.84±25.14

372.14±25.00＊

73.742

注：＊与电针后 1 小时比较，P＜0.05。

C 组（n=31）

311.44±26.89

343.22±25.45＊

宫口开全

63.315

＜0.001

＜0.001

组间 COR 值比较（pg/mL）
（x ± s）
针刺 2h

硬膜外阻滞即刻

宫口开全

A 组（n=37）

299.84±25.35

343.22±25.45＊

369.30±30.24＊

395.78±33.91＊

C 组（n=31）

308.84±25.14

375.97±25.19

403.06±38.56

431.19±49.57＊

B 组（n=36）

311.44±26.89

F值

2.017
0.138

P值
注：＊与 A 组比较，P＜0.05。

3

B 组（n=36）

372.14±25.00＊
17.846

＜0.001

＊

412.81±36.45＊
＊

15.408

＜0.001

439.75±39.45＊
11.726

＜0.001

统计认为 VAS 评分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发现针刺

讨论
目前为止，大部分研究认为分娩疼痛治疗时间点

应选择在活跃期开始（宫口扩张至 3 cm）[5]，但潜伏期

持续时间长达 8h-9h，约为活跃期的两倍，事实上潜伏

期产痛引起的伤害在此时已形成，据调查[6] 在潜伏期

产妇感到轻中度疼痛分别占 26.15%、73.85%；所以产
妇在潜伏期就已承受着精神和躯体上双重折磨；且随

着产程推移，疼痛程度愈加强烈，其应激反应亦更加
显著，这可能会造成母胎酸碱平衡失常、影响宫缩、胎
儿宫内窘迫、产程延长、分娩出血增加及增加剖宫产
和器械助产率等 [1]。
若在分娩第一产程中的潜伏期即给予产妇实施
有效的镇痛治疗，将可能有效缓解产程中由疼痛引起
的一系列精神心理、生理等不良反应，对母胎有益。

组与传统相比可显著减少产妇选用其他镇痛方式，可

作为减轻产痛的辅助方法；Manber[8] 也认为针刺分娩

镇痛只能部分缓解疼，因此有关针刺分娩镇痛疗效特
别是对重度疼痛的确存在争议，而本研究根据超前镇
痛理论，结合针刺对轻中度疼痛的确切疗效，将电针
镇痛时机提前至潜伏期产程开始，发挥其镇痛同时并
对活跃期镇痛起到辅助作用。因此从该研究统计显

示，在 T0 疼痛程度三组产妇无显著区别，在 T3 以前 B、
C 两 组 疼 痛 程 度 随 着 产 程 进 展 而 逐 渐 加 强 ，表 现 为
T1-T3 VAS 评分较 T0 增加，但无显著性差异，而 A 组

T1-T3 较 T0 却显著性减少，且呈现下降趋势，因此 A
组在 T1-T3 疼痛程度要明显弱于 B、C 两组相应时间
点；同时 A 组 T1-T3 三个时间点之间 VAS 评分并没有

因此该研究根据超前镇痛理论，在潜伏期产妇开始出

因产程进展而出现有显著性差异，这提示了电针产生

现轻中度宫缩疼痛时采用电针镇痛，以评估其镇痛效

了一定镇痛效应，虽然该研究并没检测产妇体内镇痛

果及探索可能机制，并对活跃期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

物质的变化，但根据针刺镇痛机制推测其可能与电针

疗效、不良反应等进行了研究。

刺激三阴交、合谷穴位后是体内分泌了某些镇痛物质

针刺用于分娩镇痛研究已久，但至今其研究观测
指标及结果并没统一结论，可能与研究方法及镇痛干
预时机选择不同有关，事实上对处于活跃期重度疼痛
产妇使用单纯针刺镇痛，效果较差，得到的结论更是
大相径庭。比如 Borup 把 607 例产妇分为针刺组、传
[7]

有关。在宫口扩张至 3 cm 使用硬膜外阻滞后，三组产
妇 T4-T6 VAS 评分都较 T0-T3 迅速显著性减少，三组

镇痛效果都较满意，这与硬膜外镇痛效力较强且起效
较快有关，但 A 组 T4-T6 VAS 评分与 B、C 两组相应时

间点相比较有显著性降低，说明在停止电针刺激后，

统镇痛组（包括无菌水注射、笑气吸入、水中分娩、哌

潜伏期电针干预疼痛治疗对活跃期仍有一定镇痛效

替啶注射及硬膜外镇痛等），评估针刺镇痛效果，最终

应，这种镇痛时间性差异可能与超前镇痛有关；潜伏

4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期电针作用于穴位后通过神经、体液（如 β-EP）机制
可减轻伤害信息引起的脊髓、中枢敏感化，并提高其
[9]

痛阈，这是超前镇痛的一种机制 ，同时也是潜伏期电
针镇痛后达到预防或减轻活跃期疼痛反应的一种理
论基础。目前超前镇痛技术方法主要用于术后镇痛，
其所用药物和镇痛技术多数对分娩本身、母胎及新生
[10]

儿危害较大 ，而针刺分娩镇痛与椎管内阻滞和药物
[7]

镇痛相比尽管存有争议但有其独特优势 ，其优势体

试验结果有相似性。肖欢[12]认为产妇经皮神经电刺激

（TENS）合谷、三阴交穴后，TENS 联合硬膜外阻滞组较
对照组药物用量显著降低，能缩短胎儿娩出时间，但
其干预时机为活跃期。
因此，潜伏期电针镇痛，不但对潜伏期轻中度疼
痛有效，而且对活跃期分娩疼痛也有一定疗效，当与
硬膜外联合使用不但能加强其镇痛强度，还能降低其
药物用量。

现它是一种微创、主要依靠激发机体自身镇痛体系而

已知产妇分娩疼痛与分娩过程中疼痛激素的分

达到镇痛，因此对人体基本没有副作用。而该研究正

泌有关，产妇血中皮质醇水平与焦虑和疼痛严重程

是在产妇出现重度疼痛前即潜伏期产程开始使用针

度、产程延长呈正相关，且可反映活跃期的开始[14]。研

刺镇痛，根据既往研究理论，可兴奋 Aδ、C 类纤维，分

别激活脊髓闸门控制通道和脑干中缝大核负反馈调
制机制并产生冲动传向高级中枢到达大脑皮质,经各

究亦发现电针刺激活跃期产妇合谷穴后，电针组产妇

血浆 ACTH 和皮质醇较对照组降低[14]。疼痛与疼痛激
素的分泌相互因果，疼痛可刺激疼痛激素的产生，而

级中枢相互整合，激活脑的下行抑制系统以及调制通

疼痛激素的产生也会诱发痛觉，所以，当痛觉刺激变

路，阻断了伤害性刺激在外周及中枢敏感化，使活跃

化时，疼痛激素的分泌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适当的

期及第二产程痛阈增高，此可能为电针镇痛的一种机

应激对产妇胎儿有益处，但过度应激又对产妇胎儿有

制，和超前镇痛机制有相似性。

害，所以适当控制过度应激很有必要，该研究为了观

硬膜外过早用于分娩镇痛或用药剂量过大、浓度

太高将威胁母胎安全，Laughon 在研究中发现经产妇
[11]

和初产妇在使用硬膜外镇痛后，其第二产程显著延

长，阴道助产、宫内胎儿缺氧、剖宫产等发生率增加；
以及分娩出血量增加，产妇易出现尿潴留、下肢感觉
[12]

察潜伏期电针疼痛治疗对产妇应激反应的影响，在

T1-T3、T6 四 个 时 间 点 抽 取 产 妇 外 周 血 检 测 ACTH、
COR 浓度变化。结果显示从潜伏期开始，随着产程进

展产妇静脉血 ACTH、COR 浓度逐渐增加，反映出整个

产程应激反应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也提示产妇在

运动异常等 。因此如何显著降低硬膜外药物用量是

潜伏期应激反应就已形成。这种应激改变可累加至

避免母胎不良反应的研究思路，该研究根据预期实验

活跃期以后，加上疼痛程度加剧，造成活跃期应激激

结果及实验设计，为证实潜伏期电针镇痛可减少硬膜
外药物使用量及增强疗效，研究中观察了产妇镇痛泵

素大幅度增加，但与 B、C 两组相比 A 组应激激素增长

幅度更小，分泌受到一定抑制，可能与潜伏期有效电

按压次数、有效按压次数及罗哌卡因、舒芬太尼用量，

针镇痛，减少了应激源的刺激和 ACTH、COR 的分泌，

尼、罗哌卡因药量均显著高于 A 组，以上结果说明电

紧张情绪有利，形成良性循环，继而可减少对宫缩、产

经统计 B 组和 C 组产妇按压次数和有效次数及舒芬太
针确实可减少硬膜外药物用量、增加镇痛效应，而且

这种改变在停用电针后仍有作用；局麻药在使用浓度
[13]

过高、剂量过大或长时间 使用时，也会出现尿潴留、
感觉运动异常等，该研究评估所有产妇的下肢运动情

况运用改良 Bromage 法，结果显示运动阻滞均未出现，
说明该研究对运动功能影响小，这可能与罗哌卡因具
有运动感觉神经阻滞分离药理特点有关。舒芬太尼

对新生儿的主要影响是呼吸抑制，可降低 Apgar 评分，
因此舒芬太尼剂量减少可保护新生儿；另外如前所述

A 组罗哌卡因和舒芬太尼用量显著减少，降低了其对

麻醉平面及宫缩的不良影响。上述统计结果同过往

而 ACTH、COR 等激素分泌减低对缓解产妇的焦虑和
程、母胎的不良影响，利于产程的顺利进行。随着产

程进展产妇体内儿茶酚胺、COR、ACTH、细胞因子等

应激因子浓度急剧升高，引起产妇血液酸碱平衡紊
乱，以及宫缩易使子宫血管痉挛、闭塞，从而导致子
宫、胎盘血流灌注减少，局部酸性产物浓度增加，宫缩
乏 力 、不 协 调 等 ，这 些 因 素 可 导 致 母 胎 各 种 不 良 事

件[3]。而 A 组产妇在潜伏期电针干预就减轻了疼痛、
抑制了过度应激反应，在潜伏期产程开始就对产妇及
胎儿有了一定保护，同时电针对其应激反应的抑制作
用可持续到活跃期以后，使应激水平低于其他组，因
此在加强镇痛效应的同时减轻了产妇各种应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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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生成等；此外 Borup[7]研究报道认为针刺还具有一

究中发现部分产妇依从性较差，易受各种因素干扰而

定的镇静放松作用，这可能也是其抑制应激反应的一

放弃研究或改为剖宫产，因此应加大电针催产的宣传

种原理，但本研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可在以后

力度,使所有即将进入分娩的产妇都能了解其优势，不

的工作中涉及。

断普及应用，尤其是全产程镇痛。

下一步将增加活跃期电针组联合硬膜外阻滞组

综上所述，通过本研究发现潜伏期电针干预镇痛

以及电针从潜伏期至宫口开全的不间断镇痛，进一步

治疗方式安全可行，与硬膜外镇痛方式联合效果更

比较潜伏期和活跃期电针镇痛对硬膜外阻滞药物用

好，具有镇痛、较少硬膜外药物用量、抑制产妇应激等

量、应激反应、产程、出血及母胎的影响有无差异，进

多重保护效应，为分娩疼痛治疗提供参考，尤其是全

而探讨针刺超前镇痛机制；另外将对胎儿及新生儿情

产程镇痛。

况及宫缩、产程、分娩结局等进行观察研究。在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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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Latent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on Maternal Stress and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
Li Maojun1 ，Wei Binxiu1 ，Deng Qiuxia1 ，Liu Xin1 ，Zhu Xiaodong1 ，Zhang Ying2＊＊

(1.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Linshui County,Linshui, 638500,China；2.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Luzhou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Luzhou,64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atent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on maternal stress hormones and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Methods

A total of 104 primiparous wome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8.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group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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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acupuncture and epidural block) n1=37; group B (sham electroacupuncture and epidural block) ) n2 = 36; group

C (simple epidural block) n3 = 31. When the cervical dilatation was 1 cm, group A was stimulated at Hegu (LI-4) and
Sanyinjiao (SP-6) by Korean acupoint nerve stimulator until the active phase began (cervical dilatation was 3cm); Group
B was performed sham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at the same acupoints; Group C was received simple epidural
block without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All three groups were received epidural block and 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 at 3 cm of the cervical dilat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recorded at immediate electroacupuncture

(T0), 1h after electroacupuncture (T1), 2h after electroacupuncture (T2), immediate epidural block (T3) , epidural
blockade lag 1h (T4), epidural block lag 2h (T5), cervical dilatation fully opening (T6). Maternal venous blood was

extracted from T1-T3 and T6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 (ACTH) and cortisol (COR).
The effective compression, total compression times, sufentanil and ropivacaine dosage of the controlled analgesia pump
were recorded. Result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0 VA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2)

Comparison of VAS between groups: The VAS of T1-T6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C (P

<0.05); (3) Comparison of VAS in the group: In group A, VAS at T1-T6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0. (P<0.05). T4-T6

VAS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0 (P<0.05); (4) Comparison of drug dosage:
Effective compression, total compression times, sufentanil and ropivacaine dosage of the controlled analgesia pump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dramatically more than those in group A (P<0.05). (5) Comparison of ACTH and COR
concentrations: the concentrations of ACTH and COR at T2, T3, T6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1 (P<0.05). The concentration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progress of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ACTH and COR at T2, T3 and T6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and C (P<0.05).Conclusion

Latent electroacupuncture labor analgesia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maternal pain, inhibit maternal stress response,
increase the effect of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 and reduce the dosage of epidural block. The combination of latent

electroacupuncture and epidural block can be safely used for analgesia during the whole stages of labor, thus the
incubation period and the active period of maternal analgesia can form an effective connection.
Keywords: Latency, electroacupuncture, epidural block, labor analg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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