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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抽脂手術已是目前女男十大美容手術的第

一二位，安全與美容效果是兩個最重要的核心

問題，在醫師層面，病人的手術安全則為學習

的主要課題，於1976年前，抽脂手術的安全問
題主要是出血以及傷口衍生的問題，而又以出

血為主要的致命傷，很幸運的，在1986年底，
美國的皮膚外科醫師 Je�ery Klein提出將源自
Hypodermaclysis(皮下注射的古語 )的技術併入
抽脂手術，做為減少出血以及其併發症的創見，

後人稱之為Tumescent technique（脂肪脹麻技巧
或是腫脹麻醉技巧）以及Tumescent liposuction
（腫脹麻醉抽脂）。

1990年代至今，無論採用任何工具，如雷
射輔助、超音波輔助、動力輔助抽脂等各種工

具，腫脹麻醉技巧都是常規必用的脂肪麻醉的技

術，以達止血止痛的目的，由於此技巧牽涉到大

量液體的轉移，其引發的併發症主要由體液不平

衡造成，與抽脂併發症為出血的傳統觀念已經有

所不同，本篇文章從Tumescent �uid（腫脹麻醉
液，亦簡稱脹麻液）的藥物組成為出發，探討抽

脂術後體液變化的影響，以及合併麻醉的風險，

進而探討抽脂的安全性。

抽脂簡史 (1)

1960年代，歐洲的醫師開始使用類似像刮
棒的器械移除脂肪，但是結果常常是出血以及

凹凸不平，1974年，兩名義大利醫師Arpad and 
Giorgio Fischer發展了鈍端的器械，1982年法國
醫師Yves-Gerard Illouz結合了鈍端的器械以及負

壓的吸引，發展「Suction-assisted lipolysis（負壓
輔助取脂）」，接近了今天所見的抽脂手術，法

國醫師Pierre Fournier，增加了局部麻醉藥物的
使用以及較小管徑抽脂管，優化了手術結果，把

抽脂層次提高到曲線雕塑，更能夠處理凹凸不平

的修復以及細膩部位的抽脂 (2)，稱之為Micro lipo 
sculpturing（顯微脂雕或是顯微抽脂），使用其
抽脂方式進行補脂，稱之為Micro lipo remodeling
（顯微自體脂肪移植）。1986年底，美國的皮膚外
科醫師 Je�ery Klein提出 true tumescent technique
（完全腫脹麻醉技術），經典教科書「Tumescent 
Anesthesia & Microcannular Liposuction」（腫脹麻
醉與顯微抽脂）把此技術詳細說明，止血與疼痛

的併發症大幅降低，抽脂手術可以在完全不需要

全身麻醉之下做操作，因而提高手術安全性。

抽脂方法的演進造成抽脂併發症的改變

為改善抽脂出血的問題，1983年開始採用腫
脹麻醉液，手術過程出血減少，但是由於液體的

大量使用，卻出現體液過多的問題，抽脂併發症

的觀念因而改變。如表1詳細描述如下：
1977年：不使用脹麻液

最 早 直 接 針 對 脂 肪 層 切 除， 稱 之

Dermatolipectomy（皮瓣脂肪切除術），1977
年，義大利的Fischer發表Dry technique（乾抽技
巧），其局部未使用任何液體、直接抽脂，容易

造成出血量大的問題，死亡機率高。

1983年以後：開始使用脹麻液：進入腫脹麻醉
抽脂的時代

為了改善出血的問題，1983年，法國的 
Illouz and Fournier發現如果在抽脂部位保守施

文、圖∕郝治華 李咏馨﹡

腫脹麻醉技術與抽脂安全的關係

台中市優健萌葳診所 

台北市麗波永康國際診所﹡



192019, Vol.62, No.8

436

打少量「液體」，對止血會有幫助，所以產生了

Wet technique（濕抽技巧）；醫師臨床經驗發
現，打入脂肪層的液體越多，止血效果更佳，若

使用大量液體抽脂，稱之為Superwet technique
（超濕抽技巧），雖然降低了疼痛以及出血的問

題，但是卻會出現體液過多的問題；1986年，美
國 Je�ery Klein提出將Hypodermaclysis（皮下注
射的古語）的技術併入抽脂手術，使用「適量」

的液體量，藉由「特殊的技巧」施打在脂肪層，

稱之Tumescent technique（腫脹麻醉技巧）。

抽脂工具不同，不影響其安全性

抽脂的工具有很多選擇，是在於醫師的習

慣，並不會影響抽脂的效果與安全性。不同的抽

脂方法才會影響安全性。目前抽脂工具總共14
種 (4)以上，傳統抽脂的定義並非是使用了甚麼工

具，而是只要不是使用腫脹麻醉技巧之下操作的

抽脂，都稱之為傳統抽脂，如表2所列。

何謂腫脹麻醉技巧 (Tumescent technique)
一、腫脹麻醉技巧的前身

Hypodermaclysis也就是「皮下給予」的古
老的術語，在戰場上將液體給予到皮下組織如圖

1所示，作為體液補充或是止血的用途，在1900
年代非常風行，在那年代亦注意到，要給予等張

溶液，如果給予了高張溶液，會有不好的效果。

二、腫脹麻醉技巧的原理 (5)

腫脹麻醉技巧是一種特殊的脂肪層淋巴給

藥技巧，並不是將液體打入脂肪層就可以稱之為

腫脹麻醉，操作技巧有一定的方法與訓練，透

過此技巧，達到止血止痛的目的 (6.7.8)，其藥物劑

量 (dosage)與總量 (dose)有一定的規則與限制。
在有經驗的醫師仔細、均勻的操作下，能夠把止

血效果做到最好，如果貪快以及不均勻的操作之

下，止血止痛效果較差，出血量會較高。手術過

程舒適度降低無法忍受，就必須要增加靜脈麻醉

才能完成手術，風險因而更增加。

當我們把最深平面的脂肪層做麻醉之後，

表1 抽脂的方法歷史的改變：根據打入腫脹麻醉液的量區分為四種 (3)

抽脂方法 腫脹麻醉液使用 系統性麻醉 靜脈點滴 估計出血量 估計死亡率 (3) 造成危險主因

1977年 乾抽技巧 無 有 有 20-45%抽除量 非常高，現今已
無醫師採用

出血

濕抽技巧 有，少量 有 有 4-30%抽除量 出血

超濕抽技巧 有，大量 有 有 1%抽除量 1:5000~1:10000 體液過多

1986年 腫脹麻醉技巧
有，適量打入的方
式有特定的技巧

無 無 1%抽除量 1:500,000以下 體液過多

表2 各種抽脂的工具，與抽脂安全性無關 (4)。

分　　類 舉　　例

(A) 手動抽脂 (Manual liposuction)

(B)
負壓式抽脂
(Suction assisted liposuction 
SAL)

顯微抽脂
(Microliposculpture/
Microcannula 
liposuction)

(C)
超音波融脂輔助抽脂術
(ultrasound assisted 
liposuction, UAL)

威塑 (VASER)、立塑
(Ultra-Z)

(D)
動力輔助抽脂 (power assisted 
liposuction, PAL)有各種方
式，如往復式的、渦旋式等

美貼身渦旋抽脂
（tickle lipo）

(E) 雷射熔脂輔助抽脂術(Laser assisted liposuction) 雷射熔脂

圖1 將液體給予到皮下組織，作為體液補充或是止血

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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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的神經被麻醉，較淺平面的脂肪痛感因

而降低，欲達最好止血效果，血管的變化需

等待約莫20-30分鐘，達到部分退脹麻 (partial 
detumescence)的狀態，便可開始抽脂。整個過
程如圖2所示。

腎上腺素是腫脹麻醉液當中的成分，透過

腎上腺素讓小動脈收縮的效果，能夠減少局部的

出血，以及減少組織液從微血管末梢的滲漏，

而脹麻液進到組織間造成的靜水壓 (hydrostatic 
pressure)會壓迫小靜脈與靜脈，進而減少出血。
在雙重效應下而有止血的效果。

腫脹麻醉技巧與抽脂組織變化過程：圖2 A：
施打脹麻液之前，血管與神經皆處於敏感狀態。

B：在最深平面的脂肪施打脹麻液，將神經做麻
醉，深層脂肪麻醉之後，淺層脂肪疼痛感得以減

少。C：由於淨水壓的增加，將小靜脈做關閉，
透過腎上腺素亦讓小動脈收縮。D：通常需要
20-30分鐘達到部分退脹麻狀態，讓脹麻液均勻
滲透，也可以讓血管做到最大的收縮。E：在這
狀態下進行抽脂，控制出血量與疼痛在最小的狀

態。F：脂肪移除的空洞癒合，組織收縮緊緻。
三、何謂脹麻液 (Tumescence �uid)(9)

打入脂肪層的局部麻醉液體就稱之為「脹麻

液」，主要成分是利多卡因、腎上腺素、小蘇打、

與生理食鹽水。每一個藥物組成都有其目的以及

其安全上限，其組成比率依據醫師習慣與部位而

有不同，詳見表3。
利多卡因 (lidocaine)

從1987年到現今，被討論最多的在於利多
卡因的安全性，但是腫脹麻醉技巧、一般局部麻

醉、靜脈注射，這三種作法是不同的藥物動力

學，因而安全濃度的上限也不同，如果概念混

淆，使用一般局部麻醉的方式，卻施打腫脹麻醉

技巧的安全量，就會產生極大的風險。

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透過讓小動脈收縮的效果，能夠減少局部的

出血，亦減緩利多卡因吸收的速度。但是並非添

加越多的量，止血效果就越好，當止血效果不夠

好的時候，還是要回頭檢視技巧層面，並非一味

增加腎上腺素的量。

小蘇打 (sodium bicarbonate) 
中和酸鹼值，以減少組織的刺激性。

生理食鹽水 (sodium chloride) 
為維持等張溶液，使用生理食鹽水做稀釋，

在脹麻液體當中占最多比率的體積，造成體液的

變化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由表4可見生理食鹽
水與體液滲透壓是相近的。

抽脂後體液的變化

如圖3所描述，血漿 (plasma)只佔了細胞外

圖2 腫脹麻醉技巧與抽脂組織變化過程。

表3 美國皮膚科醫師Klein在治療不同的部位，會採

取不同的藥物比率，主要是依據該部位的疼痛程

度以及組織出血程度來做調配 (10)

部位
利多卡因

(mg/L)
腎上腺素

(mg/L)
小蘇打

(mEq/L)

基本 500 0.5 10

臀部、大腿、膝
蓋

500-700 0.65 10

背部、男性腰
側、手臂

1000 0.65-1.0 10

女性腹部 1000-1250 1.0 10

男性腹部、男性
女乳

1250 1.0 10

女性乳房、雙下
巴、臉頰

1500 1.5 10

臉部磨皮
600 mg /
250 mL

1 mg / 
250 mL

5 mEq /
2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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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體 (extracellular �uid volume, ECFV)的20%，
無論是靜脈給予 (IV)或是腫脹麻醉技巧施打液
體，最終會有20%的體積的液體進入到血管內，
而80%的液體進入到組織間隙 (11)。

當施打脹麻液之後，根據Klein的研究，觀
察到無論抽脂或是未抽脂，血紅素會逐漸降低，

6-12小時出現最低點，代表某種程度的血液稀釋
(hemodilution)，第12小時之後液體逐漸排除，
第48小時後體重恢復正常 (12)。動物實驗亦證實

在皮下施打液體，會有一定量的液體進入到血液

循環 (7)。以上結論，表示脹麻液的給予會讓約莫

20%液體在6-12小時進入到血管裡面，並造成一
定程度的血液稀釋。

人體重量組成有60%是水分，身體的水分分
布有區分為 ICFV(細胞內，佔60%)與ECFV(細
胞外，佔40%)，針對ECFV的體積，血管內液體
(plasma)約莫佔了20%的比率。

組織間隙充滿等張溶液，如圖4A呈現達成
一個平衡，當滲透壓與淨水壓增加，如圖4B所
描述，組織間隙液體會逐漸進入到血液循環，脹

麻液裡的腎上腺素會造成小動脈收縮，進而減少

出血以及血液的滲漏，也減緩局部麻藥系統性的

吸收，而組織間隙的靜水壓，會壓迫小靜脈，進

而亦減少出血。

如圖4C所描述，抽脂後組織間隙液體減
少，血管內的淨水壓會大於組織間隙的淨水壓，

將原本血液循環所增加的液體回歸組織間隙，達

成壓力的平衡。而抽脂過程微細循環的破裂可能

造成血液中的蛋白在組織間的滲漏，也可能造成

圖3 人體水分分布圖 (11)。

圖4A   組織間液體的流動形成平衡。

圖4B   施打脹麻液之後的平衡改變。

圖4C   抽脂後平衡的改變。

表4 抽脂造成的肺水腫可能的原因 (8)

高微血管壓力肺水腫
低微血管壓力肺水腫（發炎相
關、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外因性：

過多靜脈點滴的給予

腹膜或是膀胱沖洗

心因性 (左心衰竭 )：
心臟瓣膜疾病

冠狀動脈硬化疾病

急性心肌埂塞

心律不整

藥物反應

敗血症

胃液吸入

脂肪栓塞

輸血反應

大量輸血

大面積燙傷 /嗆傷
急性胰臟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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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間隙的滲透壓增加。

根據Klein的研究，打完脹麻液（5L生理食
鹽水與0.5mg/L腎上腺素）之後，無論是否抽脂
的狀況之下，如圖5A所示，觀察到血比容逐漸

降低，可以代表施打的脹麻液逐漸進入血液循環

系統，體積上升而造成血比容的稀釋 (12)。

根據Klein的研究，75公斤女性，給予5L的
脹麻液，內含2625mg的利多卡因，濃度緩慢上
升，如圖5B所示，有抽脂的情況下，利多卡因
濃度會比未抽脂的情況下降約20%。

根據研究如圖5C所示，無論抽脂或是未
抽脂，脹麻液施打完後第12小時，液體逐漸排
除，第48小時後體重恢復正常。

無論是否抽脂的狀況之下，如圖5D所示，
觀察到尿量每小時皆大於70 mL /hr，表示血液
內體積不于匱乏，並不需要靜脈點滴的補充。

無論是否抽脂的狀況之下，如圖5E所示，
觀察到尿液的比重下降，可以代表施打的脹麻液

逐漸進入血液循環系統，體積上升造成尿液的稀

釋。

圖5A 施打脹麻液體之後，血比容的變化 (12)。

圖5C 施打脹麻液之後，體重的變化 (12)。

圖5E 施打脹麻液之後，尿液比重的變化 (12)。
圖5B 施打脹麻液之後，血液中利多卡因濃度的變化

(12)。

圖5D 施打脹麻液之後，累積尿量的變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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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脂後體液變化的風險

根據前述研究，得知脹麻液的給予會讓約莫

20%體積於6-12小時進入到血管裡面。抽脂所造
成體液的變化風險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血

液的稀釋造成功能上的改變，第二層面是循環系

統的代謝，如果無法負荷會造成體液過多的併發

症。體液過多、血液過度稀釋、與創傷後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互為惡性循環，而抽脂死亡的原因常複雜
且環環相扣 (13)。

一、 急性血液稀釋 ( a c u t e  h y p e r v o l e m i c 
hemodilution)所可能造成的併發症
血小板、凝血因子被稀釋，合併過度抽脂創

傷引發全身性發炎症候群 (systemic in�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如果使用全身麻醉可能
會合併體溫過低，可能引發全身性血管內凝血症

候群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有一個特殊的名字稱之為超濕抽全身性血管內凝

血症候群 (the syndrome of superwet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Superwet DIC)。

血紅素的急性降低造成供氧量下降，如果給

予5%體重的脹麻液來計算，血紅素以一般女性
平均12g/dL計算，可能稀釋到10.6g/dL，如果給
予10%體重的脹麻液，可能會稀釋到9.52g/dL。
二、 急性體液過多 (acute �uid overload)造成循

環系統代謝不良

高微血管壓力肺水腫(High capillary pressure 
pulmonary edema)

這是抽脂病人相對常見造成肺水腫的原因

(表4)，任何身體狀況例如：慢性心臟病、肝臟、
腎臟疾病等，都可能會造成體液代謝的適應困

難，產生症狀。那如果病人是相對健康的狀況之

下，比較可能是心臟的狀況：

1. 外因性肺水腫 (Extrinsic pulmonary edema)
 例如：給予了過多的靜脈點滴。
2. 內因性：心因性肺水腫 (Intrinsic-

Cardiogenic pulmonary edema)
如果在相對年輕、相對健康的病人身上，

急性發生肺水腫，就可能要懷疑是心因性的肺水

腫，可能的因素包括：心臟瓣膜疾病、藥物引起

的心律不整、急性心肌梗塞、血管硬化心血管疾

病等等。可能引起心律不整的藥物如lidocaine、
b u p i v a c a i n e、全身麻醉藥物如p r o p o f o l、
halothane、iso�urane等，都可能相關，而腎上腺
素快速吸收也可能引起心搏過速。

 低微血管壓力肺水腫、發炎相關肺水腫、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low capillary pressure pulmonary 
edema, In�ammatory-mediated pulmonary edema 
or 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在抽脂的狀況下，急性呼吸窘迫可以跟眾

多因素有關，例如：藥物反應，敗血症，胃液吸

入，脂肪栓塞，輸血反應等。

三、肺部可以承受多少液體呢

倘若一個個案可以承受15公升液體 (靜脈點
滴加上脹麻液 )，並不代表每一個個案都可以承
受，因為每人的心肺調節狀況都不同，無法預測
(8)。是否會造成肺水腫的關鍵，在於肺部的淋巴

調節系統，正常人的肺部淋巴系統每小時代謝有

一定的量，主要排入右側的胸管，大約20 mL /
hr，根據外界環境變化有一定的調整，一般極大
量可以到200 mL /hr(11,13)。慢性病的病人，肺部

淋巴的代謝能力反倒是相對比較高的。

由圖6以及圖7可以知道肺部的解剖構造，
當血管內液體增加的時候，液體從靜脈回流至右

心，右心打出至肺動脈，肺動脈（藍色）帶到肺

部的微血管，所以肺部的血流速度跟心輸出量是

相同的，由於血管內的壓力會將液體壓出至組織

間隙，部分組織間隙的液體回收至靜脈循環，再

到肺靜脈（紅色），回流至左心，部分組織間隙

的液體若未被靜脈循環吸收，會留在組織間隙，

或是被淋巴循環（綠色）所吸收。

肺水腫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組織

間隙肺水腫 (interstitial lung edema)，臨床症狀會
以咳嗽與胸悶來表現，在一定的極限之內，肺部

的淋巴組織能代謝掉一定肺部組織間隙的量，

肺部組織間隙的容量約莫500 mL，當超過就邁
入一下一個階段，稱之為肺泡肺水腫 (alveolar 
pulmonary edema)，肺泡的體積約莫36 mL，空
間很小很快就會淹滿，影響換氣而造成血氧降

低，臨床症狀包括端坐呼吸且有粉紅色的痰，聽

診聽到濕囉音，最終會有致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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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8可以得知，肺部組織間隙液體容納量
小於500 mL，而肺泡液體容積約36 mL，所以如
果心血管系統增加的液體量全部淹入肺部組織間

隙，肺部淋巴代謝量約莫20-200 mL /hr，如果代
謝不及，就會造成組織間隙的肺水腫，臨床症狀

會以咳嗽與胸悶來表現，如果肺部組織間隙液體

量超過一定量來不及被代謝，淹到肺泡，就會造

成肺泡型的肺水腫。

四、肺水腫相關情況

Hypoxic and metabolic or respiratory acidosis
（缺氧以及代謝性或是呼吸酸中毒）

當血氧低於70 mmHg的時候，會造成肺部
小動脈收縮，此時就會造成肺部壓力上升，更造

成缺氧的加劇，形成惡性循環。抽脂不當或是過

度的時候，不但血液環境PH值改變，更會充滿
了眾多發炎物質，這部分也會有影響。

急性心衰竭 (acute heart failure)
心衰竭的症狀最早期會在於運動的時候喘

(exertional short of breath)，再更嚴重的時候是連
休息的時候都喘，當左心室衰竭的時候，左心房

壓力上升，連帶造成肺部的靜脈壓力上升，進而

逐漸造成肺水腫的問題。

急性心臟代謝異常 (acute cardiac decompensation)
過量的靜脈點滴，或是合併藥物引起的心律

不整，就容易造成急性心臟代謝異常現象。這是

健康抽脂病人發生肺水腫最常見的狀況。

二尖瓣功能異常 (mitral valve stenosis or 
regurgitation)

大約7%女性有二尖瓣膜脫垂的問題，大部
分未被診斷出來，且臨床上並無症狀，但是這群

病人由於左心房的壓力對體液的變化適應能力較

差，相對容易引發肺水腫的問題。

塑身衣 
而術後如果穿著高壓力的塑身衣，讓體液無

法順利透過淋巴循環代謝，多餘的液體，相對容

易淹到肺部的組織間隙，讓術後肺水腫的風險增

加。

五、急性肺水腫的臨床處理

嗎啡類藥物是抽脂醫師常會使用的合併藥

物，但是當病人面臨急性肺水腫的時候，缺氧會

以呼吸急促來代償，嗎啡會抑制其代償功能而導

圖6 肺部的循環 (11)。 

圖7 肺泡中氣體交換示意圖 (11)。

圖8 肺部的液體代謝示意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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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危險。目前對於急性肺水腫的治療方向為正壓

呼吸或是直立姿勢、給予氧氣、給予硝化甘油、

給予利尿劑等等，其細節並非本次主題。

抽脂量的安全上限

筆者認為，抽脂量安全上限的關鍵，與脹麻

液的使用量與速度有關，傳統觀念抽脂會出血的

問題已逐漸被脹麻液的使用所克服，但是風險會

導向因為體液不平衡而造成的風險，合併全身麻

醉之後又衍生更多複雜的問題。

目前並沒有臨床研究告訴我們脹麻液體施

打速度的安全上限，但是我們了解脹麻液施打之

後，約莫6-12個小時內會有約莫20%的液體進
入到血液循環，筆者以非常簡略的假設來做計算

(表5)，如果以6000 mL的脹麻液施打為例，一
個小時之內施打完畢，假設會有1200 mL液體會
在6小時之內慢慢進入血液循環，平均每小時血
液循環增加200 mL，也就是這6小時之內心肺循
環的調節很重要，施打越快，身體需要承受體液

體積快速增加的時間越長，如果調節不佳，容易

有體液過多的風險。而施打速度越慢，其風險即

能降低。

如果6000 mL的脹麻液1個小時之內施打完
畢，假設會有1200 mL液體會在6小時之內慢慢
進入血液循環，這6個小時當中每小時體液增加
200 mL。如果6000 mL的脹麻液6個小時之內施
打完畢，假設會有1200 mL液體會在12小時之內
慢慢進入血液循環，體液增加的速度相對緩慢。

臨床經驗發現，脹麻液施打速度越快，病人

其實是非常不舒服的，依筆者的臨床經驗，在單

一打水針，一名醫師操作之下，1小時2000-3000 
mL脹麻液的灌注，大約是病人能承受的上限，
再快，病人會有不適感，心肺功能較差沒有運動

的瘦弱女性，的確較容易有胸口悶、心臟不舒服

的主觀感受。

一、純脂量的上限 (10)

基本上是根據脹麻液的量，技術越純熟的

醫師能夠使用相對越少的脹麻液，抽除越多的純

脂。

如果一個45公斤，脂肪量相對少，移除1L
純脂，這樣子的風險，勢必比100公斤女性，即
使移除4公升的純脂，風險相對大。

以臨床經驗來說，Klein採用true tumescent 
technique，於教科書提及認為4公升純脂是一個
臨界值，如果有需要到那麼大量的純脂，會將手

術分次。以筆者個人的經驗，身為抽脂醫師，切

勿忘記抽脂的初衷是雕塑身材，而並非移除病人

身上所有的脂肪細胞，一般純脂量1-2公升的移
除是最常見的。

二、手術時間上限

一個清醒的病人，當他因為躺太久而感到不

適的時候，就是手術該結束的時候，所以任何與

抽脂無關的手術，如果可以換其他時間做，是更

好的選擇。手術結束之後，病人是否能夠神色自

若談天，是個很重要的指標，而病人術後是否會

來電告知不適感，希望醫療的處理，也是個很重

要的指標。

以酒精中毒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劑

量越高的時候，毒性上升，但是並沒有一個明確

的毒物劑量的濃度界線，其界限因人而異，雖然

抽脂並非化學物質，但是概念類似。

巨量抽脂

現今被廣泛討論的巨量抽脂，其定義有很多

種說法，而現今台灣醫師定義為純脂10000 cc以
上，為了抽取超過10000 cc的純脂肪，腫脹液勢
必超過10000 cc，腫脹液的量再加上全身麻醉以

表5 施打脹麻液之後簡易的估算模型

施打總量 施打時間 施打速度 1hr 2hr 3hr 4hr 5hr 6hr 7hr 8hr 9hr 10hr 11hr 12hr

6000 mL 6hr 1000 mL /hr 33.3 66.6 100 133.3 166.7 200 166.7 1333 100 66.6 33.3 0

6000 mL 3hr 2000 mL /hr 66.6 133.3 200 200 200 200 133.3 66.6

6000 mL 2hr 3000 mL /hr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6000 mL 1hr 6000 mL /hr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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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靜脈的點滴量，容易產生體液過多的風險，而

抽脂過度容易引發全身性發炎症候群，巨量抽脂

是總和所有風險於一身，根據統計，死亡率幾乎

可以高達1：100 (6)。

麻醉對抽脂可能產生的風險

抽脂本身的風險常與麻醉的風險所加成。探

討麻醉產生的風險之前，我們先將麻醉的名詞作

定義。

1. 局部麻醉 (local anesthesia)：使用局部麻醉
藥物在目標組織上，含有或是不含有口服的

一般藥物 (藥局可買到的一般止痛藥 )。
2. 脊椎麻醉 (spinal anesthesia)：雖然很多人
會認為是局部麻醉的一種，但是還是會有

造成換氣過低 (hypoventilation)以及低血壓
(hypotension)的可能性。

3. 肌肉注射 (IM)：很低劑量的肌肉注射藥物，
顯然安全性會比靜脈給予鎮靜藥物高，但是

仍然存在其風險。

4. 系統性的麻醉：無論是否使用局部麻醉藥
物，使用任何靜脈的麻醉便是系統性麻醉，

普遍區分為兩種。

(1) I V G A靜脈麻醉 (也就是常見的舒眠
麻醉 )：使用速效或短效的鎮靜或止
痛藥物，最普遍使用例如prop ofo l、
ke t am i ne、B Z D類 ( m i d a z ol am )以及
narcotics analgesics(fentanil，alfentanil類)
的藥物。

(2) GA全身麻醉：插管的全身麻醉，因為有
呼吸道的確認，其安全性比靜脈麻醉更

高一些。

系統性麻醉的風險分析如下

1. 麻醉本身心肺功能抑制的風險。
2. 麻醉本身藥物的過敏機率。
3. 術後恢復病人不適感，尤其是嘔吐感。
4. 系統性麻醉藥物與 lidocaine產生藥物交互作
用，lidocaine本身由CYP450代謝，而許多
藥物如 alprazolam(Xanax)，BZD，fentanil，
alfentanil等都是一樣的代謝系統，會產生藥
物交互作用，造成 lidocaine藥物毒性難以掌
控 (5)。

5. 術中的判斷造成影響，造成器官的傷害。
A. 腹部器官穿孔：國際抽脂死亡的個案報告
當中，腹部器官穿孔的案例不在少數，腹

部器官穿孔如果在清醒的前提之下，並不

會發生，在系統性麻醉的狀況之下，由於

止痛良好，一旦發生腹部器官穿孔，其疼

痛不一定會馬上出現，可能會經過兩三

天，疼痛感與抽脂術後疼痛可能難以區

別，因而延遲早期發現治療的時機。

B. 肌肉血腫、神經受傷：如果使用嗎啡類藥
物止痛，手術過程當中，因為抑制疼痛

感，肌肉或神經的損傷機率較高，因為有

造成肌肉血腫的機率，故必須術後穿著塑

身衣對肌肉做壓迫止血的動作。

6. 系統性麻醉的靜脈點滴，增加體液不平衡的
風險。

7. 全身性麻醉藥物會使血管擴張，因而增加出
血量。

結  語
1983年脹麻液與腫脹麻醉技巧出現之後，

抽脂的風險從出血與疼痛傾向為體液不平衡所導

致的風險，術中或是術後都可能發生。再合併系

統性麻醉而衍生複雜的問題。

根據研究，脹麻液的給予會讓約莫20%液體
在6-12小時進入到血管裡面，體液的變化風險
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血液的稀釋造成功能上

的改變，第二層面是循環系統的代謝，無法負荷

造成體液過多的併發症。體液過多、血液過度稀

釋、與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互為惡性循

環，所以抽脂死亡的原因常複雜且環環相扣。

要做到抽脂的安全：1. 脹麻液施打量與速
度應適中、藥物劑量計算正確。2. 避免系統性麻
醉。3. 避免嗎啡類藥物。4. 避免靜脈點滴。在這
個前提之下施行的抽脂，能夠把各層面的抽脂風

險降低。根據統計，估計死亡率是50萬分之一，
而超濕抽抽脂方法死亡率是5000分之一，完全
腫脹麻醉技巧死亡風險幾乎是一般抽脂方法的百

分之一，是相對安全的抽脂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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