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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分娩安全吗？
不少产妇不禁要问，无痛分

娩真的安全吗？专家为你解答。
一、会伤及脊神经吗？
手术由有经验的麻醉医师

操作，与剖宫产麻醉的穿刺方法
完全相同，严格选择分娩镇痛适
应证，故神经性损伤发生率低。

二、会导致产后腰痛吗？
产后不同程度腰痛发生率

为 40% 左右，是分娩自身因素
引起的，与“无痛分娩”真的没
有关系，是可缓解的。

三、对宝宝有影响吗？
以维护母亲与胎儿安全为

最高原则，使用的药物浓度及剂
量远远低于剖宫产，麻醉药物直
接注入椎管内，而不是通过静
脉，药量到母亲体循环以后，通
过胎盘的药物微乎其微，故对胎
儿无不良影响。

四、会不会减慢产程？
近年改为极低浓度麻醉药

物，产程因麻醉因素的影响而延
长的几率已经大幅度降低。

省妇幼已开展无痛分娩
据了解，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已经开展分娩镇痛的方式。
为减轻准妈妈们对于分娩的疼
痛，提升优质护理服务的质量，
当产妇宫口开大 2-3cm 时，产
妇可以向助产士提出申请，医
生会根据产妇的情况来选择合
适的镇痛方式来减轻产妇的疼
痛。现设有药物性和非药物性
分娩两种镇痛方式。

一、. 药物性无痛分娩
椎管内阻滞(腰麻或硬膜外

镇痛)目前使用较普遍、安全性
较高、镇痛效果最确切的分娩
镇痛法。

二、非药物性镇痛分娩
使用导乐分娩镇痛仪，通

过有效促进人体自身分泌镇痛
物质，阻断来自子宫底和子宫
体的中枢神经疼痛信息传导通
路，能迅速使产妇的剧烈疼痛
降低至可忍受的轻微疼痛范
围。好处是起效快，可持续镇
痛，满足产程需要。

无痛分娩虽好，却并不是
人人都适合的。对于无痛分娩
这种方式，我们该如何科学的
选择呢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
绍一下哪些孕妇不能进行无
痛分娩 ,哪些孕妇不适合无痛

分娩 ?
1、背部皮肤感染，导致无

法实施麻醉的孕妇。
2、如有妊娠并发心脏病、

药物过敏、腰部有外伤史的产
妇应向医生咨询，由医生来决

定是否可以进行无痛分娩。
3、凝血功能有障碍或者

是患有败血症的孕妇。
4 、有 胎 盘 早 剥 、前 置 胎

盘、胎儿窘迫等母婴并发症的
孕妇。

5、患有心脏病且心功能
不全的持续性宫缩乏力，使用
催产素点滴后仍无明显变化
的孕妇。

6、有阴道分娩禁忌症、麻醉
禁忌症的孕妇。 据寻医问药网

六类人群不适宜无痛分娩

渝和堂等药企
五批次饮片不合格

近日，江西省药品检验机
构检验表示，标为重庆渝和堂
药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生产
的5批次中药饮片不合格。

在不合格中药饮片中，标
示为重庆渝和堂药业有限公
司、广西福益堂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四川原上草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4批次丁
香在含量和杂质项目中不合
格；标示为安徽药知源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肉桂
在水分项目中不合格。

据了解，对上述不合格中
药饮片，相关省(区、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已采取查封扣押
等控制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
售使用、召回不合格产品，并进
行整改。 据中国经济网

湖北省药品流通检查
15家企业“不过关”

近日，湖北食药监局组织
对32家药品批发企业进行药品
飞行检查和药品GSP跟踪检
查，检查结果显示15家企业不
过关，被勒令整改。

15家企业分别为：远安瑞
福祥药业有限公司、湖北宜昌
中药材有限公司、国药控股荆
门有限公司、湖北安常医药有
限公司、湖北德信医药有限公
司、湖北华祺药业有限公司、保
康县康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宣盛医药有限公司、十堰
金康医药有限公司、十堰映麟
医药有限公司、天门市神州医
药有限公司、湖北坤承药业有
限公司、石首市恫安阁医药有
限公司、湖北诺涛医药有限公
司、鄂州市吴都医药有限公司。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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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疼痛的来源

经阴道自然分娩分为三
个阶段(产程)。分娩的疼痛主
要出现于第一和第二产程。
不同产程疼痛的神经传导通
路不同。

1 . 第一产程：平滑肌收
缩，宫颈扩张。第一产程疼痛
的特点是 :疼痛范围弥散不
定，下腹部、腰背部出现紧缩
感和酸胀痛，可放射至髋部。

2 . 第二产程：胎先露压
迫盆底组织，肛提肌收缩，会
阴及阴道扩张。

其疼痛性质与第一产程
完全不同，表现为刀割样尖
锐剧烈的疼痛，疼痛的部位
相对明确，集中在阴道、直肠
和会阴部。

疼痛程度因人而异，具
体表现为：15% 轻度，35% 中
度，50% 剧烈。

生理性疼痛的利弊

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分
娩疼痛属生理性疼痛，其好

处是能够发出临床的信号，
有助于医生判断产程进展。
不利影响表现有两点：对产
妇而言，基础代谢增加，氧耗
增加，过度通气，产生恶心呕
吐，使得产妇焦虑恐惧。对胎
儿而言，易缺氧，使胎儿窘迫。

无痛分娩的方式

目前的分娩镇痛方法包
括非药物性镇痛和药物性镇
痛两大类。非药物性镇痛包
括精神安慰法、呼吸法、水中
分娩等，其优点是对产程和
胎儿无影响，但镇痛效果较
差；药物性镇痛包括笑气吸
入法、肌注镇痛药物法、椎管
内分娩镇痛法等。

椎管内阻滞(腰麻或硬
膜外镇痛)是目前使用较普
遍、安全性较高、镇痛效果最
确切的分娩镇痛法。这种操
作由有经验的麻醉医师进
行。产妇可根据疼痛的程度

自我控制给药(麻醉医师已
经设定好了每小时的限量，
不必担心用药过量)，镇痛泵
可以持续使用直至分娩结
束。在整个过程中，麻醉药的
浓度较低，相当于剖宫产麻
醉时的 1/5 — 1/10 ，可控性
强，安全性高，几乎不影响产
妇的运动，产妇意识清醒，能
主动配合、积极参与整个分
娩过程。这种无痛分娩法是
目前各大医院运用最广泛、
效果比较理想的一种。

另外，无痛分娩并不是整
个产程的无痛。出于安全考
虑，目前国内多数医院的分娩
镇痛是在宫口开到2—3cm时
进行椎管内阻滞。

产妇的精神状态若处于
紧张、恐惧、焦虑、信心不足
之中，也会增加对疼痛的敏
感度，因此，做好精神上的准
备也是减轻疼痛感的一个好
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很

难做到绝
对不痛，它

的 应 用是让
产妇难以忍受的子宫收缩阵
痛变为可忍受，或只是感受
子宫收缩而不痛。

无痛分娩的好处

据了解，无痛分娩虽然
在中国应用并不广泛，但是
它在国外已经应用得很普遍
了。准妈妈可以放心应用无
痛分娩来进行生产，并且这
早已是一项简便易行、安全
成熟的技术了。

无痛分娩更为产妇带来
多项的好处：①可降低产妇
应激反应；②让准妈妈们不
再经历疼痛的折磨，减轻分
娩时的恐惧和产后的疲倦；
③在时间最长的第一产程得
到休息，当宫口开全时，因积
攒了体力而有足够力气完成
分娩；④减少不必要的耗氧
量，防止母婴代谢性酸中毒
的发生⑤避免子宫胎盘血流
减少，改善胎儿氧合状态。

近近日日，，榆榆林林产产妇妇因因分分娩娩疼疼痛痛
难难忍忍跳跳楼楼事事件件引引发发关关注注。。对对事事件件
热热议议的的同同时时，，一一种种叫叫作作无无痛痛分分娩娩
的的分分娩娩方方式式映映入入人人们们眼眼帘帘。。分分娩娩
到到底底有有多多痛痛？？除除剖剖宫宫产产外外有有无无

““无无痛痛分分娩娩””？？事事实实上上，，““无无痛痛分分
娩娩””已已在在国国外外普普及及，，但但是是国国内内仍仍
有有一一些些百百姓姓并并不不了了解解““无无痛痛分分
娩娩””。。对对于于分分娩娩的的疑疑问问牵牵动动着着无无
数数产产妇妇及及其其家家人人的的心心，，就就此此，，记记
者者近近日日连连线线了了山山东东省省妇妇幼幼保保健健
院院，，对对““分分娩娩””的的一一些些疑疑问问做做了了了了
解解。。那那么么我我们们就就来来详详细细说说说说““无无
痛痛分分娩娩那那些些事事儿儿””！！

近日中国(山东)医药产业
发展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发
布了2017年度山东省医药行
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此次公
布的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是继
2016年信用评价工作启动以
来的第二批，全省共有43家企
业获A级以上信用评级，其中
齐鲁制药再次位列AAA级信
用等级企业名单。

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成
立了诚信建设委员会，依托第
三方征信机构绿盾征信(北京)
有限公司的企业征信系统数
据，对每一条信息进行严格筛
选，对入档的有效信用信息进
行计算，计算出的信用分值自
动与国际通用信用等级评价
标准相对应，生成初评分数，
后由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
审，最终确定受评企业的信用
等级。信用分值实行百分制，
评分后按照信用分值的高低，
对受评企业分为AAA、AA、
A、B、C五个等级。其中AAA级
为最高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符
合A级(含)以上的企业为信用
合格企业。 据新华网

全省43家医疗医药企业
获A级以上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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