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ＥＣＡＶＡ兽医麻醉和镇痛的基本操作
２． 急性疼痛的评估和疼痛管理的计划
疼痛评估
• 	
疼痛是第四个生命体征，在体检时应与体温、

脉搏和呼吸频率（ＴＰＲ）一起评估。
• 缺乏对疼痛的识别会降低镇痛剂的使用率，进
而导致治疗不充分。
• 疼痛评估是主观的，是基于兽医对疼痛引起所
		
引起的行为的解读。生理指标在急性疼痛评估中
是不可靠的。
• 疼痛评估包括两部分：１）静态观察
姿势、一般行为、安逸度、活跃度、精神状态、
体位和面部表情；２）动态和互动的方法，包括
问候动物和对伤口／疼痛区域进行温柔的触诊。
对触摸和触诊的反应在临床疼痛评估中很重要。
• 在围手术期后，出现新的行为或旧的行为缺失

可能是疼痛的标志。
• 面部表情在急性疼痛评估中很重要。它们被纳

入格拉斯哥疼痛综合量表：猫版（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猫的鬼脸量表并可用于猫咪的疼痛评估 		
（ｗｗｗ．ｆｅｌｉｎｅｇｒｉｍａｃ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ｍ）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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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图中的图。猫疼痛脸表由五个动作
单元组成（耳朵位置、眼眶收紧、嘴部
		
张力、胡须变化和头部位置），每个动
作单元评分为０到２分。
０＝动作单元不存在。
１＝动作单元会适度出现，或对其存在与
否有不确定性。
２＝动作单元经常出现（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 经过验证的疼痛评分系统的例子包括格拉斯哥犬

疼痛综合简化量表（ＣＭＰＳ－ＳＦ）（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和猫疼痛量表（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ｗｗｗ．ｎｅｗｍｅｔｒｉｃａ．
ｃｏｍ），ＵＮＥＳＰ－ Ｂｏｔｕｃａｔｕ猫多维综合疼痛简化量表
（ａｎｉｍａｌｐａｉｎ．ｃｏｍ．ｂｒ／ｅｎ－ｕｓ）和墨尔本大学疼痛量
表（狗）（Ｆ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ｌｄａｎｅ １９９９）。
• 应根据疼痛评分系统的结果提供救援／干预性镇痛，
		
以缓解疼痛。重要的是，在使用镇痛剂后再次进行疼
痛评估，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 影响疼痛评估的因素包含疾病的严重程度、品种、

镇静状态、观察者、麻醉药物、药物引起的行为变化
（即精神错乱、出现发狂神态等）。
• 在术后的头几个小时，应该每小时评估一次疼痛
情况。若动物正以正常姿势进行休息，那么就不要进
行疼痛评估以免打扰它们。评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取
决于病患的状况、手术的类型和预后。

制定一个疼痛管理方案:
急性疼痛的四个问题
• 多模式和预防性镇痛是目前日常用于疼痛管理的

概念。
• 所有用来减少术后疼痛的围手术期技术和努力都
属于预防性镇痛的范畴。镇痛治疗是指在围手术期
用于缓解疼痛所需的治疗。
• 多模式镇痛是指使用两种或更多具有不同作用机

制的镇痛药物。这些药物组合具有协同作用，可以
减少每一类药物的使用剂量，从而防止药物引起的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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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建议在制定疼痛管理计划时要问四个问题。
１． 是否有可以使用的局部麻醉阻滞？
（也见信息图３）
• 局部麻醉属于急性疼痛治疗的第一梯队，且很少

有使用禁忌症（硬膜外麻醉除外）。
• 应计算出最大剂量以避免过量造成药物毒性。
注射前应回抽确认，避免血肿和意外静脉注射。注
射时应没有阻力以防止神经损伤。
• 局部阻滞提供肌肉松弛和镇痛，减少阿片类药物
需求，并减少吸入性麻醉剂的用量。
• 简单的技术包括牙科、腹膜内和切口阻滞。睾丸
内阻滞应用于日常绝育的公狗和公猫。
• 当局部麻醉阻滞有效时，麻醉苏醒通常是顺利
的，且避免了围手术期需要大剂量阿片类药物或镇
静剂的情况。

２． 选用何种阿片类药物？
• 阿片类药物是急性疼痛管理第一梯队的基石。阿片受体
的完全受体激动剂（如美沙酮、芬太尼）提供剂量依赖性的
镇痛，是中度至重度疼痛的首选，特别对于狗而言。
• 阿片类药物会增加迷走神经的张力，并可能引起心动过
缓，如果需要的话，可及时使用抗胆碱药物（阿托品、甘
		
草酸）。
• 阿片类药物可能会加强麻醉剂引起的呼吸抑制，但这对
清醒的狗和猫来说不是问题。
• 对于病危的狗和猫而言，给予阿片类药物后的镇静作用
会尤为明显。
• 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会降低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猫身
上可能也是如此。阿片类药物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止痛效果，
同时会减少注射和呼吸麻醉剂的需求。与狗相比，猫的这种
节约作用更为有限。
• κ－阿片类受体的激动剂和μ－阿片类受体的拮抗剂（如
布托啡诺）提供有限的镇痛。通常与α２－肾上腺素受体的
受体激动剂或乙酰丙嗪联合使用，用于镇静。
• 丁丙诺啡为μ－阿片受体的部分受体激动剂。最好作为多
模式镇痛的一部分使用。
• 丁丙诺啡对猫特别有效且耐受性好（与狗相比），可作
为猫的一线阿片类药物选择。
• 研究表明，与丁丙诺啡相比，美沙酮对接受卵巢手术的
狗和猫，以及接受骨科手术的狗而言，其镇痛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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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猫狗急性疼痛的阿片类药物和局部麻醉剂的推荐剂量方案（欧洲）。

药品

剂量和首选给药途径

备注

美沙酮

０．２－０．５ｍｇ／ｋｇ ｑ ４ｈ
ＩＭ， ＩＶ 或 ＯＴＭ （猫）

具有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特性。
不产生呕吐。

吗啡
（没有兽医许可的产品）

0.2-0.5mg/kg q 4-6h
IM

由于组胺的释放，谨慎选择静脉给药（首选ＩＭ）。
可能引起恶心和呕吐。

哌替啶
（没有兽医许可产品）

３-５ｍｇ／ｋｇ ｑ １-２ｈ
ＩＭ

由于组胺释放，请勿静脉注射。

曲马多

２－４ｍｇ／ｋｇ ｑ ４－６ｈ
ＩＭ，ＩＶ， ＰＯ

除具有阿片类作用外，还具有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
素重吸收抑制剂的作用。新陈代谢的遗传变异性意
味着，将其作为外科手术的唯一镇痛剂时，在有些
狗身上不能产生镇痛所需的阿片类代谢物。

芬太尼

１－５μｇ／ｋｇ（单次给药） 大剂量可能使清醒或在麻醉苏醒期间的病患产生幻
＋５－２０μｇ／ｋｇ／ｈ（静脉 觉。
输注）
有很好的节省麻醉剂的作用。
麻醉期间使用芬太尼时，几乎肯定需要呼吸支持。

布托啡诺

０．２－０．４ｍｇ／ｋｇ ｑ １
－２ｈ ＩＭ， ＩＶ

镇痛效果有限，只适合于轻度疼痛或镇静。

丁丙诺啡

０．０２－０．０４ｍｇ／ｋｇ ｑ ４－６
ｈ ＩＭ， ＩＶ， ＯＴＭ （ｃａｔｓ）

通常可观察到欣快感。
皮下注射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镇痛效果。

布比卡因

剂量不应超过
２ｍｇ／ｋｇ

由于有心脏毒性，切勿静脉注射。
作用时间比利多卡因长。

利多卡因

剂量不应超过
７ｍｇ／ｋｇ

可静脉注射１ｍｇ／ｋｇ，以治疗室性心律失常。
由于对心血管有抑制作用，不建议对猫进行静脉
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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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是否存在非甾体类抗炎药（ＮＳＡＩＤ）的使用禁
忌症？

４． 是否需要辅助性镇痛药？

• 非甾体类抗炎药是伴侣动物中使用最广泛的镇痛

曲马多、加巴喷丁和右美托咪定）用于治疗严重
的急性疼痛和预防手术后的持续疼痛，特别是当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被禁忌使用时。它们也可用于
长期的、多模式的疼痛管理

药，因为它们具有抗炎、镇痛和解热的作用。手术
会造成组织损伤和一定程度的炎症。非甾体类抗炎
药在提供持续的疼痛缓解方面非常重要。
• 只要没有禁忌症，围手术期的疼痛管理应始终考
		
虑使用非甾体抗炎药。
• 虽然非甾体抗炎药的给药时间存在一些争议，但
在以下情况给药是合理的。
１） 血压得到监测和控制。
２） 已经开始输液。
３） 排除禁忌症。
（胃肠道疾病、非甾体类抗炎药不耐受、未受控制
的肾脏疾病、肝脏疾病、凝血功能障碍、低血容量
和高血压、同时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或皮质类固醇)。
• 非甾体抗炎药对两种环氧合酶（ＣＯＸ）异构体都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可诱发不良反应（胃刺激、
蛋白质丢失性肠病和肾脏损伤以及通过阻止血小板
聚集而延长出血时间）。
• 只有在不遵守禁忌症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非甾体类
抗炎药诱发的不良反应。厌食、腹泻、呕吐和抑郁
通常是中毒的第一个迹象；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应
立即停止治疗。
• 对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的不良反应的无端恐惧可
能会减少应有的疼痛管理，并引起动物福利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猫咪可以从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抗炎
药中获益，这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
		
• 请读者查阅自己国家的药物标签，了解狗和猫的
		
适当用药剂量。

• 辅助镇痛药物（扑热息痛［不用于猫］、氯胺酮、

总结：
急性疼痛治疗的第一梯队包括非药物疗法，再使用
阿片类药物、局部麻醉剂和非甾体抗炎药（在排除
禁忌症后）。第二梯队的治疗包括增加辅助性镇痛
剂，比如出院后的口服药物。
急性疼痛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镇痛和提高
舒适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反应，防止出现负面
的内分泌应激反应。必要时，治疗还应该包括抗焦
虑和肌肉放松，以实现平稳的康复。
非药物疗法通常作为辅助手段来补充疼痛的治疗。
它们包括包扎（伤口护理）、冷疗法、护理（即体
态疗法、液体疗法、营养疗法）、环境（即干燥、
安静和舒适）以及为猫提供一个与狗分开的区域
（猫友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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