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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交流

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术中B超引导下臂    
丛神经阻滞麻醉的效果观察    

张 联1,张 华2

(1.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喀什 8440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麻醉科,乌鲁木

齐 830026)

摘要 目的:探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麻醉对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术中麻醉效果。方法:将2014年1月至

2016年6月在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62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31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解剖定位法实施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研究组采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比较两组相关临床指标

[完成麻醉用时、感觉阻滞起效用时、疼痛评分(VAS)]、麻醉效果、并发症发生率、不同时间段[进入手术室后(T1)、神经阻滞时

(T2)、神经阻滞后5min(T3)]、血流动力学指标[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变化情况。结果:研究组完成麻醉用时、感觉

阻滞起效用时明显少于对照组,VA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麻醉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T2、T3时点

两组 HR、MAP较T1时点增高,但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术中采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效果显著,利于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减少麻

醉起效时间,提高麻醉效果,且术后并发症较少,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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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B-guided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inelderlypatientswithcomminuteddistalra-
diusfracturesduringoperation
ZhangLian1,ZhangHua2.(1.DepartmentofAnesthesiology,theFirstPeople’sHospitalofKashiDis-
trict,Kashi844000,China;2.DepartmentofAnesthesiology,theSecondEconomicHospitalofXinjiang
UygurAutonomousRegion,Urumqi83002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B-guided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inelderlypatients
withcomminuteddistalradiusfracturesduringoperation.Methods:FromJanuary2014toJune2016,62
elderlypatientswithcomminuteddistalradiusfractures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
intoacontrolgroupandastudygroup,eachgroupwith31cases.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
traditionalanatomicallocalizationwith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andthoseinthestudygroupwere
treatedwithB-guided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Theanestheticcompletiontime,sensoryblock
function,VASscore,anesthesiaeffect,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heartrate(HR),andmeanarterial
pressure(MAP)afterenteringtheoperatingroom(T1),nerveblock(T2),5minafternerveblock(T3)
werecompared.Results:Theanestheticcompletiontime,sensoryblockfunction,andVASscoreinthe
studygroupwere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Excellentrateofanesthesiainthestudy
group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TheHRandMAPatT2andT3werehigher
thanthoseatT1inbothgroups,buttheincreaseinthestudygroupwasmoresignificant(P<0.05).There
was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betweenthetwogroups(P>0.05).Conclusion:
B-guided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duringtheoperationofcomminuteddistalradiusfractureswasef-

fective. It could maintain intraoperative
hemodynamicstability,reducetheonsettim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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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sthesia,improvetheeffectofanesthesia,andreducethe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
Keywords B-ultrasonography;brachialplexusblockanesthesia;radialdistalcomminutedfracture;hemo-
dynamics;complications

  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为骨科常见严重骨折疾

病,好发于老年群体,且其发病率在女性群体中高于

男性。刘攀等[1]研究表明,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主

要发生于桡骨远端约2~3cm左右处,多伴有下尺

桡关节及桡腕关节损坏,对患者日常生活造成了极

大影响。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为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

外科手术治疗中主要麻醉方式。Veneziano等[2]及

栗付民等[3]研究指出,相较于全身麻醉,臂丛神经阻

滞麻醉对机体生理功能影响较小,且对硬件设备具

有较低要求,术后仍可保持一定时间的镇痛效果。
但传统解剖定位方式存在一定弊端,如其属盲探式

操作,需患者保持清醒及合作,易对患者造成主观不

适感,且可能会损伤神经。同时,神经干旁通常伴有

重要器官及组织、血管,经传统解剖定位方式造成误

伤后极易遗留后遗症或引发严重并发症[4]。Iohom
等[5]研究显示,随着超声技术不断发展,其在神经阻

滞中的应用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可通过超声显像直

观辨别神经与周边组织,确保穿刺准确,观察麻醉药

物扩散情况。本研究探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

麻醉对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术中的麻醉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新疆喀什地区

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62例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

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人民

卫生出版社第8版《外科学》中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

临床诊断标准[6];(2)经 MRI及CT等影像学检查

确诊;(3)年龄≥60岁;(4)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

(ASA)分级为Ⅰ~Ⅱ级;(5)知晓本研究麻醉方案,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有局麻药物过

敏史者;(2)并发其他严重骨折疾病者;(3)并发血液

系统疾病者;(4)并发肾、肝、心等重要脏器病变者;
(5)并发认知障碍或神经系统疾病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31例。对照

组中男13例,女18例;年龄61~79岁,平均(68.33
±5.91)岁;体重49~69kg,平均(58.87±6.40)kg;
ASAⅠ级16例,Ⅱ级15例。研究组中男11例,女
20例;年龄60~77岁,平均(67.96±6.02)岁;体重

51~68kg,平均(60.11±6.06)kg;ASA分级Ⅰ级

18例,Ⅱ级13例。两组年龄、性别、体重、ASA分级

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两组术前8h开始禁水、禁食,术前30min肌肉

注射0.5mg阿托品、0.2g苯巴比妥钠,进入手术室

后常规监测生命体征,开放静脉通路,指导患者取平

卧位,尽量将上肢放于躯干旁,头部转向健侧以充分

显露患侧颈部;在此基础上两组通过不同方式实施

臂丛神经阻滞麻醉。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解剖定位法实施臂丛神

经阻滞麻醉:明确肩胛舌骨肌和前斜角肌、中斜角肌

所构成的三角具体位置,以临近肩胛舌骨肌部位作

穿刺点,垂直将穿刺针插入约3~4cm,略微向脚端

推进,至触及横突或出现异感后停止推进,回抽未见

脑脊液、血液,注入0.4mg/kg局部麻醉药物(等容

量2%利多卡因与0.75%罗哌卡因混合液)。
1.2.2 研究组 采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设备选用百胜(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 MYLAB
25型彩色超声诊断仪,线阵探头频率设定为5~
12MHz,探头套无菌手套,以9号长针自探头外侧

2cm 左右处斜行进针,使针干平行于探头,确保两

者处于相同声像图平面中;将针尖于超声显像直视

引导下插至斜角肌隙,参照超声下中斜肌、前斜角

肌、胸锁乳突肌与周边血管横断面成像明确肌间沟

臂丛神经根具体位置,主要表现为前中斜角肌间多

个椭圆形或圆形低回声区,周边环绕高回声晕;推动

穿刺针使其临近臂丛神经根,注入局部麻醉药物(药
物种类、剂量同对照组);调整针尖方向,同法进行其

他神经根阻滞操作,并于超声显像监视下查看局部

麻醉药物分布及扩散情况,至被阻滞神经彻底被局

部麻醉药物包裹。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相关临床指标(完成麻醉用时、感
觉阻滞起效用时、疼痛评分),其中疼痛评分依据

VAS量表予以评估,分值范围为0~10分,分值越

高疼痛感越强[7]。(2)比较两组麻醉效果,无疼痛感

或仅存在轻微疼痛感,患者可耐受,无需追加麻醉药

物为优;具有一定疼痛感,需追加适量麻醉药物,且
麻醉药物追加剂量<5mg为良;具有强烈疼痛感,
且患者表现为焦躁不安,需追加麻醉药物,且麻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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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追加剂量≥5mg为差;优良率=(优+良)/总例

数×100%[8]。(3)比较不同时间段[进入手术室后

(T1)、神经阻滞时(T2)、神经阻滞后5min(T3)]两
组血 流 动 力 学 指 标 [心 率 (HR)、平 均 动 脉 压

(MAP)]变化情况。(4)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研究组完成麻醉用时、感觉阻滞起效用时、VAS
评分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两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x±s)

组别 完成麻醉
用时/min

感觉阻滞起
效用时/min

VAS评
分/分

研究组(n=31) 5.56±1.13 3.61±2.73 2.78±0.54
对照组(n=31) 9.11±2.24 5.79±2.82 3.76±0.67

t 7.878 3.092 6.341
P 0.000 0.003 0.000

2.2 两组麻醉效果比较

  研究组麻醉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且研究组麻醉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2。

2.3 两组不同时间段血流动力学比较

  T1时点两组HR、MA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T2、T3时点两组HR、MAP较T1增

高,但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两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表2 两组麻醉效果比较[n(%)]

组别 优 良 差 优良率

研究组
(n=31)19

(61.29)10(32.26) 2(6.45) 29(93.55)

对照组
(n=31) 8(25.81)12(38.71)11(35.49)20(64.52)

Z/χ2 3.030 7.884

P 0.002 0.005

表3 两组不同时间段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HR/(次/min) MAP/kPa
研究组 T1 71.15±10.20 12.42±1.35
(n=31) T2 72.47±10.62*△ 12.71±1.51*△

T3 74.41±11.27*△ 12.77±1.36*△

对照组 T1 71.28±11.02 12.50±1.30
(n=31) T2 87.33±10.31* 15.87±1.66*

T3 101.45±12.70* 16.03±1.60*

  组内与T1比较,*P<0.05;组间同一时点比较,△P<
0.05。

表4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气胸 脊髓麻痹 局麻药
物中毒 呼吸困难 总发生率

研究组(n=31) 1(3.23) 0(0.00) 0(0.00) 1(3.23) 2(6.45)
对照组(n=31) 2(6.45) 1(3.23) 1(3.23) 1(3.23) 5(16.13)

χ2 0.644
P 0.422

3 讨 论

  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为老年群体多发上肢骨折

疾病,李洪彬[9]研究表明,桡骨远端骨折发生率可占

全身骨折总发病率的1/6左右,且多伴有骨折块缩

短移位等。外科手术为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的主要

治疗方式,术中需应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但老年患

者多并发多种内科基础疾病,且机体状况较差,因
此,如何安全、有效对其实施麻醉成为当前研究难

点。
  Thomas等[10]及刘涌[11]指出,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中,保证局部麻醉药物于臂丛神经周边最佳扩散

是确保麻醉效果的重要因素,而传统解剖学定位属

盲探法,受患者个体差异与解剖变异、麻醉医师临床

经验不同等诸多因素影响,极易发生阻滞无效或阻

滞不全,需改变麻醉方式或追加辅助麻醉药物。同

时,臂丛神经解剖结构较复杂,而传统解剖定位盲探

法单点腋路阻滞或肌间沟阻滞通常较难取得满意麻

醉效果,若增加一次性局部麻醉药物应用剂量,则会

引发局部麻醉药物中毒等诸多并发症。随着医疗观

念转变及医疗水平提高,患者对临床麻醉提出更高

要求,不仅要求临床可提供优质麻醉效果,且应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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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安全,减少并发症及不良反应[12]。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完成麻醉用时、感觉阻

滞起效用时、VAS评分、麻醉效果及血流动力学优

于对照组,表明于B超引导下实施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可有效减少麻醉用时,减轻术中疼痛感,提高麻醉

优良率,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对保证手术顺利

进行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卢承志等[13]研究显示,La
Grange等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于臂丛神经阻滞

麻醉中采取多普勒超声辅助神经定位技术,结果发

现阻滞成功率高达98%,且无患者出现相关并发

症。而随着超声技术持续进步完善,B超在臂丛神

经阻滞麻醉中逐渐得到广泛应用,经B超引导,可清

晰查看肌间沟臂丛神经图像,于直视下进行阻滞时

仅需一次进针便可达到目标神经,且不会因穿刺而

损伤神经或穿破血管,可明显缩短麻醉用时,提高患

者舒适度及满意度。同时,Gautier等[14]研究表明,
超声引导下实施臂丛神经阻滞麻醉,可通过调节针

尖位置而使局部麻醉药物尽可能浸润于神经束周

边,阻滞完全,痛觉消失快,作用时间长。此外,Ar-
bona等[15]研究也证实,由于单点注射麻醉药物通常

无法使药物扩散至整个臂丛神经,因此,通常不将局

部麻醉药物完全注射于某一个点,而是通过调节穿

刺针位置,使其达到第一次注射药物未扩散到的区

域或较远处再次进行局部麻醉药物注射,直至臂丛

神经完全被局部麻醉药物包裹,以此确保神经阻滞

麻醉效果。另外,从本研究结果可知,研究组并发症

发生率较对照组略低,提示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

滞麻醉不仅能取得良好麻醉效果,且利于减少术后

并发症发生,对患者术后机体功能及早康复具有重

要意义,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经B超引导实施麻

醉,可有效避开胸膜、血管、神经等,且能直观查看麻

醉药物扩散情况,因此,既可取得良好麻醉效果,且
能降低盲目穿刺所致气胸、局部麻醉药物中毒、神经

损伤等并发症,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静脉镇痛药

物应用剂量。
  综上所述,老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患者术中

采用B超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效果显著,利于

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减少麻醉起效时间,提高

麻醉效果,且术后并发症较少,安全性较高,具有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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