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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Case Surgery Anesthesia   (Ambulatory Surgery Anesthesia)

—— General anesthesia for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日间（门诊）手术的麻醉
——   严重婴幼儿龋齿日间全身麻醉



 日间（门诊）手术的麻醉

 严重婴幼儿龋齿日间全身麻醉



 历史回顾

20世纪初
Ralph Waters   美国依和华州开设门诊麻醉诊所•

20世纪60年代
 第一个院内日间手术中心成立•

1984年
美国门诊麻醉协会 (Society for Ambulatory Anesthesia SAMBA)•

1985年
美国 日间手术实施700万例 (占总手术量30％)•

目前
美国  日间手术占总手术量60％~70％•



概 念

日间手术  (Ambulatory Surgery; Day Surgery)
    需要住院实施手术或治疗的患者于当日来院，术后经
恢复室观察，24小时内回家的医疗模式

日间手术麻醉 (Ambulatory Surgery Anesthesia ;
                         Day Case Surgery Anesthesia)
    应用短效、速效的新型麻醉药和麻醉技术为日间手术患
者提供无痛、安全、舒适的医疗服务



中心手术室内独立的区域

医院管理下独立的手术室

独立管理的非住院手术中心

  固定的工作人员

建筑格局和配备标准

管理模式

麻醉医生
手术医生
护士
秘书
辅助人员

预约处
候诊室
更衣室
休息室
恢复室
麻醉科诊室家属等候区停车场     … …



•   医疗资源有限，政府和医院降低医疗费用（客观）

• 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医疗要求日益增高（主观）

• 微创外科等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和完善       （技术）

• 速效、短效麻醉药，监测和给药系统的革新（保障）

我国发展



   患者优先选择，特别是儿童和老人

      不必依赖于医院内可用的床位

      手术时间安排上灵活性更大

      发病率和死亡率低

      感染率较低

      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发病率较低

      患者量较多（更高效）

      手术等待时间较短

      整体手术费用较低

      术前检查和术后用药较少

 优 点

Modified from Snyder DS，Pasternak LR:Facility design and procedural safety. In 
White PF (ed):Anesthesia and Surgery.London,WB Saunders,1997,p 61



门诊手术持续时间最初被限定在90min之内，因为早期的研究者发现手术和麻醉时间
是术后并发症（如疼痛、呕吐）和出院延迟以及术后意外入院的强预示指标。
然而，现在门诊手术持续3~4h已很普遍。

手术种类



门诊手术

 

 
 更倾向在外科办公区及门诊手术间进行

 已证实门诊手术是安全的

 ASAⅢ、Ⅳ级内科控制稳定及ASAⅠ和Ⅱ级的门诊病人，现常规可接受门诊手术

 入院率和并发症的发生与手术类型、手术时间、全麻的应用、病人年龄相

 关，并非取决于ASA分级



 

病人选择

不适合门诊手术的病人

大量失血或大手术

内科治疗后仍不稳定的ASA
Ⅲ和Ⅳ级的病人

有显著呼吸系统疾病

需要进行复杂的疼痛治疗的
病人

最近患上呼吸道感染

 

   
未满50周的早产儿

患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婴儿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婴儿

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儿童。

儿 科 成 人

 患者在择期手术前都处于“最佳”身体状态



麻醉前评估

基本目的 有无并发疾病，是否需要进一步诊断或治疗。
有无特殊麻醉顾虑，如困难气道、恶性高热易感
人群
是否是围麻醉期麻醉和手术并发症高风险患者基本内容
与住院手术患者相同包括：
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

研究表明
86％日间手术患者诊断完全依据患者病史信息
6％的诊断依据详细体检
仅有8％是由实验室检查或放射检查确定的
     病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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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前评估

择期全麻下行日间手术患者术前检查



1．非药物准备
患者术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进一步恶化可变成焦虑。
术前访视是减轻焦虑的有效方法。
对于小儿可使用游戏引导、书籍、小册子及录像等术前教育方
法。

2．药物准备
日间手术患者麻醉前用药的目的与住院手术患者相同，
包括抗焦虑、镇静、镇痛、记忆缺失、抗迷走神经等，还包括预
防术后呕吐及吸人性肺炎的药物。

麻醉前准备



重要考虑因素：质量、安全、有效性及药
物和设备的费用
理想的用药应起效迅速、平稳，能提供满
意的意识消失、镇痛、  肌松，恢复期短，
术后无不良反应
基本设备：需要有与住院手术同样设备来
给药、监测及复苏
美国标准的日间手术麻醉术中监测设备：
包括能监测心电图、无创血压、脉搏血氧
饱和度、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及体温的设
备
使用非去极化肌松剂，还应具备神经肌肉
功能监测仪。麻醉深度监测仪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

 麻醉方法



                                    全身麻醉

全麻仍是日间手术应用最广泛的麻醉方法

大多数接受全麻的表浅手术患者不需气管插管(有误吸风险的患者

除外)

喉罩(ⅢA) 可作为气管插管或面罩的替代品用于气道管理

 麻醉方法

全麻诱导常用速效静脉麻醉药完成，异丙酚最
受欢迎
麻醉维持方法是静吸复合，吸人性麻醉药(如七
氟烷、地氟烷)与N20联合。
异丙酚复合瑞芬太尼靶控输注尤其适合门诊短
小手术麻醉，但费用较高。
在美国琥珀酰胆碱仍是门诊最常用的肌松剂



 出院指征

恢复早期指患者自麻醉苏醒恢复至对保护性反射的控制和恢I.
复早期活动的那段时间。在这一恢复期，患者在麻醉后监护
室接受治疗，其生命体征和脉搏血氧饱和度被严密监测着。

恢复中期指患者常在躺椅上休息，并逐渐开始能行走，喝II.
水，排便，并准备出院。

恢复晚期指正常的日常活动的恢复，在出院归家后。III.

日间手术术后三个恢复期为早、中、晚期恢复期

 采用“快通道”



美国安全离开日间手术室的标准

有陪人同其归家

出院评分(postanesthetic discharge scoring，PADS)系统

PADS系统是测量患者出院准备的一个简单累积指数

    基于五个主要指征：

                      ①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呼吸频率及体温；

                      ②行走和精神状态；

                      ③疼痛和术后恶心 呕吐；

                      ④手术出血；

                      ⑤液体摄人／排出。

 出院指征



 日间（门诊）手术的麻醉

 严重婴幼儿龋齿日间全身麻醉



国外开展全身麻醉下牙齿治疗情况

1909年     英国Nicall  1899—1900年                 非住院全身麻醉8988例

1916年     美国Vater 等人                                   开展全麻下牙齿治疗

儿童口腔科  针对残障儿童、不合作儿童             全麻下牙齿治疗近50年历
史



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

                                               我国5岁幼儿乳牙患龋率为66.0%

                                                                  龋均为3.50

                                                                  而未治疗率达到97.1% 

 乳牙龋患病状况

葛立宏．儿童口腔医学   第4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概 念

低龄儿童龋（early  childhood caries,  ECC)
    小于6岁的儿童，只要在任何一颗乳牙上出现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龋（无论是否成为龋洞）、失（因龋所
致）、补牙面

重度低龄儿童龋
（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S-ECC)
   小于6岁的儿童所患的严重龋齿，应满足以下条件：3周岁
或者更小年龄的儿童出现光滑面龋即为重度低龄儿童
龋；或患儿口内龋失补牙面（dmfs) ≥ 4(3岁），dmfs ) 
≥ 5(4岁）， （dmfs) ≥ 6(5岁）



（1）猛性龋（猖獗龋）
 ☆急性进行性、软龋多
 ☆多牙位（下切牙也常累计）
 ☆ 多牙面
 ☆ 全身因素：
               消瘦虚弱型体质
               嗜好甜食，唾液少而稠
               情绪不稳，过度紧张

2）喂养龋（奶瓶龋）
☆ 上颌切牙平滑面，
      第一乳磨牙合 面龋坏
      下颌切牙无龋。
 ☆ 奶瓶进食史，
      夜间喝奶睡觉惯。

（3）环状（轮状）龋

 ☆ 围绕乳上前牙冠颈1/3处形成     
 ☆ 原因：
           牙颈部发育线
            局部釉质低钙化
            致龋物易停留，
            自洁作用差

 龋病类型

全身麻醉(GA)是解决的最佳方法



 诊疗第 1 次（初次门诊）治疗前1~2日

 工作流程

 诊疗第2次（治疗日）

General Anesthesia



 麻醉过程

麻醉前准备工作
父母陪伴小儿诱导

麻醉诱导后

治疗过程中 小儿离院前



住院麻醉 门诊麻醉

病人选择
ASA Ⅰ~Ⅴ级  ；急诊

困难气道

ASAⅠ~Ⅱ级

无困难气道

治疗方式 各类手术治疗 非手术的牙科治疗

是否接受全麻 儿牙医生推荐咨询全麻

常规外科医生安排 家长权衡是否接受全麻

全麻时间安排
择期手术

急诊手术

预约牙科治疗时间

治疗前1~2天电话访视

全麻安全保障 家属知情同意

根据现有条件

选择合适患儿

 术前访视



 麻醉管理

住院麻醉 门诊麻醉

入室前核查 手术室护士、麻醉医生 麻醉医生

麻醉方式
不插管全麻、
静吸复合气管插管全麻 静吸复合气管插管全麻

麻醉诱导
七氟醚（肺活量法、潮气量法）
手术室护士开放静脉通路
常规药物诱导

50%笑气+七氟醚2~4%（潮气量
法）
麻醉医生开放静脉通路
七氟醚1~2%+常规药物诱导

麻醉维持 七氟醚    1~3%
（手术刺激、出血量）

七氟醚    3%
血流动力学稳定

麻醉苏醒 拔管前手术室护士清点物品 拔管前麻醉医生清点物品

麻醉历时 时间0.5~2.0h 涵盖儿童口腔治疗多种方法
通常2~3h

复苏 麻醉科护士 麻醉医生
术后24h内随
访 住院部访视 电话访视



1  临床路径表单

2  临床路径告知单

3  全身麻醉各要点

4  急救SOP及流程图

临床规范化



1 临床路径表单



2 临床路径告知单



       1.   访视与评估要点

3 全身麻醉各要点

     3.   麻醉诱导要点

       4.   麻醉维持要点

       2.   麻醉前准备要点

       5   麻醉苏醒拔管期要点

      6.   恢复期及离院要点



4 急救SOP及流程图



门诊病人全身麻醉

术前准备 麻醉诱导 麻醉维持

麻醉管理 麻醉复苏 麻醉完成



 前景展望

全麻下特殊人群（智障、脑瘫）龋齿治疗1

2  不插管全麻下前牙外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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