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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轻比重罗哌卡因单侧连续蛛网膜下腔麻醉用于行全髋关
节置换术老年患者的效果

杨波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山西  大同  037008）

0　引言
在老年患者全髋关节置换术中，脊髓 - 硬膜外麻醉的应

用非常广泛，但是因为在进行椎管内麻醉时，个体间的局麻

药用量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局麻药可能在蛛网膜下腔出现过

度扩散，进而导致不良反应。有临床研究发现，选择重比重

局麻药单侧腰麻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但是却需要患者变

换体位，容易导致心血管事件 [1]。在全髋关节置换术中，单

次注射轻比重罗哌卡因单侧腰麻是有效和安全的，而且不会

显著影响血流动力学，但是因为无法估测局麻药剂量，所以

常常导致心血管事件。本研究中主要分析了轻比重罗哌卡因

单侧连续蛛网膜下腔麻醉用于行全髋关节置换术老年患者的

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文所选 80 例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

老年患者均为我院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所收治。全部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会研究批准同

意。排除腰穿部位和全身感染患者、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严

重贫血和痴呆患者、脊柱畸形患者。全部 80 例患者中，男 43 例，

女 37 例；患者年龄为 61-87 岁，平均（70.1±2.3）岁；ASA
分级为 I-II 级；42 例患者为无菌性股骨头坏死，38 例患者为

股骨颈骨折，43 例患者伴高血压，37 例患者伴糖尿病。随机

将 80 例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均为 40 例。在一般

资料方面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麻醉前半小时给予 0.5 mg 阿托品、0.1 g 苯巴比

妥钠肌内注射。入室后应及时为患者构建静脉通路，给予 5-8 
mL/kg 乳酸钠林格氏液静脉滴注，采用面罩吸氧，对患者的

脉搏血氧饱和度、心率、血压进行监测。协助患者选择患侧

在上侧卧位，在患者 L3-4 间隙选择 18 G 硬膜针实施穿刺，

在蛛网膜下腔置入 22 G Spinocath 导管 2-3 cm，将导管拔除，

回抽流出清晰脑脊液则表示置管成功。实验组：在蛛网膜下

腔注入 0.5% 的轻比重罗哌卡因，注入剂量为 1 mL，注入速

率为每秒 0.1 mL。对照组：在蛛网膜下腔注入 0.5% 的等比

重罗哌卡因，注入剂量为 1 mL，注入速率为每秒 0.1 mL。

从开始进行蛛网膜下腔注药起，每隔 5 min 对运动和感觉阻

滞程度进行评估，共进行 6 次评估，对感觉阻滞平面进行记录，

麻醉平面应维持在 T10-S，如果未达到麻醉平面则应每次追

加 0.5 mL 罗哌卡因。术中发生低血压时应给予 5 mg 麻黄素

静脉注射；如果术中发生心动过缓则应给予 0.25 mg 阿托品

静脉注射。

1.3　临床观察指标。①对患者麻醉前、麻醉后不同时段、完

成手术时的心率、血压进行观察记录；②对患者并发症发生

情况进行统计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选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组

间室比较采取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组间比较采

取 χ 2 检验，设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时段心率和血压观察。对照组患者麻醉后不同时段的

收缩压显著低于麻醉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实验组麻醉后 15 min 时的收缩压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2.2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观察。术后两组患者均没有出现马尾

综合征、腰椎穿刺后头痛等并发症；对照组术中 6 例患者发

生心动过缓，6 例患者发生低血压，4 例患者发生寒颤；实验

组术中并没有发生并发症；在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实验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P <0.05）。

3　讨论

对于老年患者来讲，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能力和手术麻醉

承受能力较差，神经系统会快速出现失衡，体位改变和麻醉

容易改变血流动力学，进而增加麻醉风险和手术风险 [2]。

在脑脊液中，轻比重罗哌卡因具有上浮特性，轻比重罗

哌卡因单侧连续蛛网膜下腔麻醉则是选择 Spinocath 导管进

行逐步给药，对麻醉平面进行控制，实现单侧阻滞的效果。

在实际的操作中协助患者选择侧卧位，患肢应在上，手术和

麻醉体位两者保持一致，能让体位改变对循环的影响有效减

少，进而让围手术期安全性提高；药物和患侧脊神经根的固

定时间充足，阻滞效果理想，麻醉起效速度快，镇痛效果理想，

而且能长时间维持；因为完成阻滞患侧，未阻滞健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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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麻醉阻滞平面，让麻醉药用量显著减少，让循环系统

的稳定性提高。

注药速率会对单侧蛛网膜下腔麻醉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注药速率均为每秒 0.1 mL，术中则

利用 Spinocath 导管按需给药，将麻醉平面维持在 T10-S，

结果发现对照组患者麻醉后不同时段的收缩压显著低于麻醉

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麻醉后 15
分钟时的收缩压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 < 0.05）。结果表明，在全髋关节置换术老年患者中，

采用轻比重罗哌卡因单侧连续蛛网膜下腔麻醉，能有效控制

麻醉平面，让血流动力学保持稳定，而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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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时段心率和血压观察（ ±s）

组别 麻醉前
麻醉后

术毕
5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30 min

实验组（n =40）

收缩压（mmHg） 133±14 125±12 121±9* 120±10 122±11 118±12 131±12

舒张压（mmHg） 73±15 71±14 70±15 70±13 71±14 71±10 70±13

心率（次 /min） 72±10 70±7 74±10 75±6 74±11 73±7 74±9

对照组（n =40）

收缩压（mmHg） 152±15 123±16 △ 109±7 △ 115±9 △ 117±10 △ 112±5 △ 135±7

舒张压（mmHg） 84±10 73±13 71±14 74±13 77±6 75±9 77±11

心率（次 /min） 74±11 73±10 71±16 74±10 71±11 75±7 74±6

注：*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 < 0.05；△表示与麻醉前相比，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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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治疗所耗时间更短，不良反应率低，安全性高，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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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患儿的病情，缓解患儿的各种症状。思密达联合酪酸梭菌

二联活菌散（常乐康）治疗，则能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缩

短患儿止泻时间、止呕时间和退热时间，临床效果更加明显，

在临床上具有进一步的推广使用价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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