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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timble 治疗仪在妇科术后胃肠功能紊乱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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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明确 Biostimble 治疗仪在妇科术后胃肠功能紊乱中的应用；明确 Biostimble 治疗仪防治
妇科围手术期腹痛腹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昌乐县人民医院及山
东省立三院妇科手术患者 80 例，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 40 例患者。Biostimble 治疗仪低频脉冲电刺激
足三里为试验组，无电刺激治疗者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持
续时间、腹痛持续时间、腹胀发生率、腹痛发生率。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比较，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与
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试验组均短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比较，腹胀持续
时间与腹痛持续时间，试验组组均短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腹胀发生率明显短于
对照组腹胀发生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Biostimble 治疗仪电刺激足三里可促进普通妇科手术
后患者腹痛腹胀快速康复，减少术后短期和长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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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ostimbl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in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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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of biostimbl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in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after gynecological surgery; To cla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biostimbl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perioperative abdominal pain and abdominal disten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surgery in Changle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Third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October 2021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Low frequency puls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Zusanli with biostimbl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ose withou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were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rst
anal exhaust time, recovery time of bowel sounds, duration of abdominal distention, duration of abdominal pain,
incidence of abdominal distention and incidence of abdominal pain were observ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overy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nd the first anal exhaust time in the test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ration of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abdominal pain in the test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abdominal disten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Zusanli with biostimble therapeutic instrument can 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of abdominal pain and abdominal distension after general gynecological surgery,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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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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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术后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妇科术后护理

ERAS）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Kehlet 教授首次提出的

常规、6 小时内禁饮食、补液补钾、预防性应用抗生

一种基于大量临床证据的围术期治疗方案，促进患

素 24 小时等治疗。医生建议：病人应尽早下床活动，

[1-2]

者的快速康复是其核心思想

。

如需吸氧、营养支持、肛管排气、胃肠减压。

术后胃肠功能紊乱是由手术创伤、麻醉、电解

（2）临床分组

质紊乱、腹腔内炎症、残留积血、引流管的机械刺

试验组：在术后一般治疗措施基础上给予低频

激等引起的，表现为胃排空延迟、肠道传输减慢，

脉冲电刺激双侧足三里。在双侧足三里穴位位置布

其特征是恶心、呕吐、肛门排气排便困难、腹胀腹

置电极片，使用 Biostimble 治疗仪，根据不同的因

[3]

痛等 。妇科手术后胃肠功能紊乱及腹痛腹胀，传

素，选择不同的刺激程序以及电流强度穴位，每日 2

统的治疗是胃肠减压，口服胃肠功能激动剂或促进

次，每次治 30 分钟，根据不同的因素，在围手术期

[4]

胃肠蠕动的药物 ，临床上有一定的疗效。但上述

尽早刺激、干预。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犊鼻下 3

措施多在出现腹痛、腹胀后，患者已经承受了身体

寸，距胫骨前嵴一横指处。

痛苦及精神痛苦。我们团队将现代先进机器与中医

对照组：除术后一般治疗外，无穴位电刺激治

经络学说相结合，采用低频脉冲电生理技术刺激穴

疗。

位足三里，减轻术后腹痛腹胀，尽快恢复肠鸣音。

仪器设备：①Biostimble 治疗仪，带程序编程和

低频电刺激预防妇科术后腹痛、腹胀，该方法操作

下载，科研软件可以升级（佛山市杉山大唐医疗科

简单、经济，患者无痛苦，可重复性高。目前国内

技有限公司，注册证编号：粤械注准 20182260716）

外均无低频脉冲电生理技术减轻术后腹痛腹胀相关

②其他的检测设备：表面肌电图仪，型号：MyoMove-

报道，属于原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EOW（上海诺诚）
2 研究结果

妇科手术中功能性胃肠并发症与腹部外科手术

2.1 两组患者肠功能恢复时间及首次肛门排气

有一定关系，术后会发生胃肠功能障碍，比如术后
腹胀、继发性肠梗阻等。本研究采用仿生物电刺激

时间
见表 1。

技术通过低频电流刺激局部脉管、平滑肌及支配神
经，刺激血液微循环，对术前术后患者心理、生理

表 1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及肛门排气时间对比表[（ x

恢复，术后脉管系统稳态，血液、淋巴回流进行干

±s）h]

预，以达到促进普通妇科术后快速康复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法

组别

1.1 一般资料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首次肛门排气时间
（h）

（h）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昌乐县人民

试验组（40 例）

23.76±4.21

28.78±3.65

医院妇科进行妇科手术的患者 80 例。Biostimble 治

对照组（40 例）

29.01±4.21

36.25±3.42

疗仪低频脉冲电刺激足三里组共 40 例，纳入试验组；

P

<0.05

<0.05

无电刺激治疗者 40 例纳入对照组。试验组患者年龄
47-69 岁，均数（59.5±6.43）岁，对照组患者年龄

注：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比较，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与首次肛门排气

48-68 岁，均数（57.3±6.98）岁。记录及观察患者

时间，试验组均短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病情、病史（胃病史、

2.2 两组患者腹胀持续时间及腹痛持续时间

肠炎史等）。

见表 2。

1.2 研究设计

2.3 两组患者腹胀发生率及腹痛发生率

（1）术后一般治疗措施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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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腹胀持续时间及腹痛持续时间对比表[（ x ±s）

营养，增强了网状内皮系统功能，固有消炎、消肿

h]

作用。低频电刺激作用于组织：释放组织胺，扩张

组别

毛细血管；细胞内释放 ACh，扩张血管；肌肉收缩

腹胀持续时间（h） 腹痛持续时间（h）

试验组（40 例）

22.55±4.98

32.19±5.31

产生代谢产物如乳酸、ADP、ATP 等,有强烈的扩血

对照组（40 例）

32.11±5.21

39.18±5.02

管作用，能改善肌肉组织的供血；交感神经节在间

P值

<0.05

<0.05

断电流作用下扩张血管、放松肌肉。
结论：在妇科手术后，应用 Biostimble 治疗仪

注：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比较，腹胀持续时间与腹痛持续时间，试

进行电刺激足三里，可以有效地减少术后肠道功能

验组组均短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的恢复，延长肛门排气时间，促进腹胀，促进病人

表 3 两组患者腹胀发生率及腹痛发生率（％）
组别

腹胀发生率

腹痛发生率

试验组（40 例）

41.01±5.13

52.16±3.98

对照组（40 例）

46.83±6.21

62.77±3.19

P值

<0.05

<0.05

的康复，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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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足三里，采用低频脉冲电生理技术减轻术后腹
痛腹胀，尽快恢复肠鸣音。低频脉冲电刺激在预防
妇科术后腹痛、腹胀方面，该方法操作简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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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穴和重要穴位之一。足三里具有补中益气、通
经活络、调理脾胃、扶正祛邪、疏风化湿之功能。
足三里低频脉冲电刺激对妇科术后胃肠功能具有双
向调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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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timble 治疗仪电刺激技术，又称低频脉冲电
生理技术。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术后腹痛腹胀的原
理为：通过兴奋自主神经，调节平滑肌的张力及扩
张血管，通过对肠胃道电刺激，快速恢复自主神经
功能，促进胃、肠局部血液循环。低频电刺激可引
起人体组织产生充血反应，改善了血液循环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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