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03695 Rev. 1 del 18.10.2019 Centro Stampa Pagina 1 di 2 

 

 
 

硬膜外麻醉是通过一个特殊导管将麻醉剂注入背部，以麻木将子宫、子宫颈和阴道的疼痛传递至大脑的神经。它用

于减轻产妇的生产痛苦或其它可以使用这种麻醉的产科情形。硬膜外麻醉只能在妇女的同意下使用。 

有时出于医学原因不建议病人使用硬膜外麻醉，因此在进入医院分娩前可能需要进行麻醉评估检查。 

通常在已经开始分娩时 可以使用硬膜外麻醉，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即使在分娩的早期也可以开始做硬膜外麻醉。然

而，在分娩的最后阶段，脊髓椎管 镇痛可能就足够了，就不用放置导管了。出于安全原因，只能在分娩室中使用一

种止痛药，那么在分娩紧急的情况下，硬膜外导管的放置可能会有所延迟。在等待期间，接生医生将提供其它的办

法来减轻孕妇的疼痛。 
 

硬膜外导管在背部的放置和止痛措施只能由麻醉师 决定与操作。通常要事先在手臂留置静脉针口，因为有时通过硬

膜外或椎管途径给麻醉药会降低血压，则有必要静脉注射液体或药物。在每次硬膜外或椎管内麻醉药给药时，还将监

测未出生婴儿的心脏情况。 

产妇在硬膜外导管置入过程中所持有的位置 对于成功操作非常重要。通常使用坐姿，而助产士将帮助女性放松肩膀

和背部，从而尽可能地扩大一个椎骨和另一个椎骨之间的空间。由于是无菌操作，家属不能在场。 

该过程并不痛苦，因为在导管插入之前做了局部麻醉。插入背部的针头仅用于带入硬膜外导管，之后针会被拔出

来。用适合的胶带将导管固定到皮肤上，不会在分娩时引起不适。 

放置硬膜外导管后，大约需要 20 分钟麻醉剂才能生效。硬膜外镇痛可确保 90％以上的病例得到良好的疼痛控制。极

少有麻醉只在身体的一侧上更有效，或者身体某些区域麻醉无效，或者疼痛得不到控制的可能性。 

在镇痛期间，下肢是敏感的有知觉的，但是在使用了麻醉剂后的前 20 分钟，将要求妇女不要下床，因为她可能会感

到双腿沉重。 

为了确保最佳的镇痛效果，应根据分娩情况定时通过导管给予局部麻醉药。 

根据我们医院使用的方案进行硬膜外镇痛治疗并不会增加总体平均分娩时间（子宫颈扩张时间减少，胎儿娩出期时

间增加，总时间差异很小）, 也不需要使用更多器械分娩（比如使用产科吸盘）。 

如果需要剖腹产，可以使用硬膜外麻醉。但是，麻醉师可能会根据产妇或胎儿的临床状况决定取下硬膜外导管并进

行脊柱麻醉，或不得不全身麻醉。 

 

风险和并发症发生的统计概率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分娩麻醉镇痛可能有并发症，常见的并发症的发生机率 小于 1:100，罕见的并发症发生机率小于 1:1000，非常罕见的

并发症发生机率小于 1:10,000 : 

    常见并发症 

 镇痛不足 

 瘙痒或体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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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压降低 

 对镇痛药过敏或有不良反应 

 子宫收缩减少，娩出期延长，以及需要更频繁地使用催产素 

 下肢感觉异常，有刺痛或有敏感性改变，进程良好 

罕见的并发症 

 硬膜外穿刺超出硬膜外腔时会意外刺穿硬脑膜（0.2-1％），导致头痛发作，需要分娩后 72 小时卧床休息并进行 

      疼痛药物治疗。罕见的情况要做血补丁治疗（将母体血液注入硬膜外腔以帮助修复穿孔的膜） 

 外伤引起的周围神经损伤 

 

极罕见的并发症 

 硬膜外血肿，可能引起神经系统损害（100,000 例镇痛中<1 例） 

  硬膜外脓肿  

 脑膜炎 

 长时间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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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ella consegna |___|___| / |___|___| / |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           |___|___| / |___|___| / |___|___|___|___|         

timbro e firma del medic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rma pazien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idero ricevere copia della presente scheda informativa: SI  NO  firma pazien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收到此信息表的副本：                             是 否     病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o sottoscritta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gnome e nome della paziente 病人姓名) 

dichiaro di aver letto e compreso il contenuto della presente informativa sanitaria, già verbalmente spiegata dal 

medico e relativa all’atto sanitario propostomi.                            

我声明我已阅读并理解此医疗信息的内容，该内容已由医生口头解释并与我要做的治疗有关。                                                    

firma pazien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尊敬的女士，  
以下问卷对于评估您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要，麻醉师将使用它来决定是否需要在分娩前进行麻醉检查。  
请在“是(SI)”或“否(NO)”上打上“ X”，然后在需要时用大写字母填写答案，并回答所有问题，不要遗漏任何

项目。 
 

姓名        

年龄___________到今天怀孕__________周 双胎怀孕   否   是 

预计分娩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前怀孕次数_________ 

孕初期和当前体重：    _______    -   _______        身高 __________ cm 

 
 是 否 

1 您对药物过敏吗？如果是，请指明哪些药物    

2 您对食物，植物，金属或乳胶过敏吗？如果是，具体对什么过敏？    

3 
您是否曾经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接受  
医院治疗？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4 您是否  抽烟； 喝酒； 吸毒；如果是，哪些/多久一次    

5 您每天服用药物吗？如果是，哪些？    

6 您曾经接受过外科手术吗？如果是，哪些？   

7 如果您以前怀孕过，是否通过剖腹产分娩？   

8 您是否对麻醉有过严重反应？  全身； 脊柱； 其他    

9 您有假肢吗？  假牙； 假眼； 穿孔穿环； 其他                                                                   

10 您是否正在接受高血压治疗或曾经患有高血压？    

11 
您有过心脏病吗？  
  心律不齐； 心脏杂音； 瓣膜疾病； 心肌梗塞； 心绞痛； 其他 

  

12 您是否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吗？ 药物：   

13 您是否患有癫痫或惊厥，并且正在接受治疗？ 药物：   

14 您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15 您是否患有神经肌肉疾病？   

16 您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凝血障碍？   

17 您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肝病或肾病？ 哪些？   

18 
您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引起并发症的内分泌疾病？  
 糖尿病并发症；  甲状腺功能减退或甲状腺功能亢进引起的并发症； 其他  

  

19 您曾经患有血栓栓塞性疾吗？ 静脉血栓形成； 肺栓塞；   正在抗凝治疗中的静脉曲张； 其他 
  

20 您是否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类风湿关节炎；狼疮；  其他    

21 您是否患有罕见疾病？如果是，哪些？    

22 我在先前的怀孕过程中有过并发症吗？如果是，哪些？    

23 您有脊柱病变吗？  腰椎间盘突出； 骨折/受伤；     脊柱侧凸    其他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仅仅 如果有必要进行术前麻醉学检查的话，将通过邮件方式联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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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ARIO DI AUTOVALUTAZIONE MEDICA PRE-PARTO        产前医疗自我评估问卷 



 

 
 

 

 

 

 

我，签署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姓 )    ( 名) 

于____ / ____ / _______，通过 www.ospedaleniguarda.it 网站看到并了解了有关分娩镇痛的在线视频课

程。  

 
在本课程的背景下，我获得了有关硬膜外镇痛的可能引发的并发症和副作用的详细信息，并且阅读了有关

分娩镇痛的信息。 
 
  
 

接受分娩镇痛的方式 
 
已填写并签名的调查表必须发送到以下地址：partoanalgesia@ospedaleniguarda.it 
 
仅当您必须进行术前麻醉学检查时，才会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您联系。 
 
必须以下列方式尽快预订麻醉学检查： 
 
 拨打电话02.6444.5566，通过大区医疗处方进行预约，该检查将从怀孕第34周起开始安排。 
 

检查当日，请带好： 
 已填写并签名的调查表，以及此证书 
 以下血液检查：血常规 + PT/PTT (有效期30天) 
 出具报告的12导联心电图(有效期60天) 
 与您的病理相关的所有档案资料 

 
如果您尚未接受术前麻醉学检查，请在入院时随身携带： 
 

 已填写并签名的调查表，以及此证书 
 以下血液检查：血常规 + PT/PTT (有效期30天) 
 出具报告的12导联心电图(有效期60天) 
 与您的病理相关的所有档案资料 

 
 
 
我声明我已经阅读并理解了所解释的内容，并且已经收到有关该程序的复杂性及其可能的管理的所有必要

信息。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患者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产房麻醉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 |__|__|__|__|__|)  

  

有关分娩镇痛的产前预备课程参与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