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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骶丛阻滞与全身麻醉对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患者术后谵妄、认知障碍和预
后的影响

李随花 1 、 唐洪涛 1 、 马文龙 1 、 李明亮 2 、 赵　敏 2

【摘要】目的　探讨腰骶丛阻滞与全身麻醉对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患者术后谵妄、认知障碍和预后

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1 月在我院就诊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146 例，采用随机数

表法分为对照组（73 例）与观察组（73 例），观察组使用腰骶丛阻滞麻醉，对照组使用全身麻醉，比

较两组手术及麻醉效果、术后认知障碍、谵妄发生情况及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并对比两组 1 年内死

亡情况。结果　两组在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上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在麻醉时间、睁眼时

间、拔管时间及应答时间上显著少于对照组（P< 0.05）；术前两组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

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术后两组患者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在术后 12h、术后 1d、术后

7d、术后 28d 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发生谵妄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 0.021），

谵妄持续时间、首次谵妄评定量表（DRS）及末次 DRS 评分显著小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发生

尿储留及低血压的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 0.05）；对照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观察组（P= 0.032）。

结论　腰骶丛阻滞可降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认知障碍、谵妄的发生情况，并提高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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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umbosacral plexus block and gener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progn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surgery　　LI Suihua，TANG Hongtao，MA 
Wenlong，et al. Luoyang Orthopedic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umbosacral plexus block and general anesthesia on postop-

erative delirium，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prognosi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surgery. Method　From June 

2017 to January 2018，146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73 

case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73 cases），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the lumbosacral plexus 

block anesthesia，while the control group by general anesthesia， The effect of surgery and anesthesia，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delirium occurrence and 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to anesthesia and rate of death within 1 year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ess anesthesia time，eye open-

ing time，extubation time and response ti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operativ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nd postoperativ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12h，1d，7d and 28d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number of deliriu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21），duration of delirium，first delirium rating scale（DRS）and 

last DRS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number of urine retention and hypoten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risk of death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32）. Conclusions　Lumbosacral plexus block can ef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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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发生率较高［1］，手术是治疗

髋部骨折的首选方法［2］，但由于老年患者较差的手

术耐受性及疾病本身对患者的影响，其术后认知障

碍、谵妄的发生率较高，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和

预后［3］。麻醉方式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预后具有一

定影响［4］，腰骶丛阻滞和全身麻醉均是目前常用的

麻醉方式［5］，本研究探讨两种麻醉方式对患者影响

的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1 月在我院诊断并拟

行手术治疗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纳入标准：（1）

单侧、首次髋部骨折；（2）年龄＞ 60 岁，预期寿命

＞ 2 年；（3）有独立完成问卷调查的能力；（4）治疗

依从性好，可接受长期随访；排除标准：（1）存在神

经阻滞禁忌症；（2）合并其他部位创伤或骨折；（3）
近期（＜ 3 个月）合并中风；（4）既往存在认知障碍

或影响脑活动的疾病，共纳入 146 例患者，采用随

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73 例）与观察组（73 例），两

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1。本研

究已充分告知并经过患者本人同意，并已报备我院

伦理委员会。

tively reduce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impairment，delirium and prognosi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Key words】Lumbosacral plexus block；Cognitive impairment；Delirium；Elderly patient；Hip fracture

表1　患者一般资料 ［n，（x±s）］

项目 对照组（73例） 观察组（73例） 统计量 P

年龄（岁） 67.21±3.31 66.35±2.81 1.655 0.101a

性别（例） 男 43 35
1.349 0.245b

女 30 38

BMI（kg/m2） 19.76±2.87 20.38±2.01 1.324 0.188a

受伤至手术时间（d）（d） 2.87±0.83 2.61±0.72 1.771 0.079a

骨折类型
粗隆间骨折 61 67

1.584 0.208b

股骨颈骨折 12 6

手术类型
内固定术 60 65

0.890 0.346b

全/半髋关节置换 13 8

基础疾病

高血压 12 9 0.638c

糖尿病 17 14 0.686c

高血脂 7 10 0.607c

冠心病 3 9 2.269 0.132

吸烟史 27 34 1.014 0.314b

饮酒史 21 29 1.490 0.222b

a表示t检验；b表示χ2检验；c表示Fisher确切概率法

1.2　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手术均由相同医师进行操作，观察组

使用腰骶丛阻滞，操作如下：建立静脉通道后患者取

侧卧位并保证手术侧朝上，在超声引导下于 L2-3 椎

间隙，使用 0.375％罗哌卡因（国药准字 H20140764，

10ml/ 支）25ml 进行腰丛阻滞，使用罗哌卡因 20ml

进行骶丛阻滞，使用神经刺激器确定进针正确位

置，以 5ml 增量缓慢注射，局麻下桡动脉置管并监

测血压变化，30min 后评估阻滞效果，手术结束前

10min 停止药物注射；对照组使用全身麻醉，操作如

下：建立静脉通道及局麻下桡动脉置管并监测血压

变化，使用丙泊酚（国药准字 J20080023，0.2g/ 支）

2mg/kg，罗库溴铵（国药准字 H20103495，25mg/ 支）

0.5mg/kg，芬太尼（国药准字 H42022076，0.1mg/ 支）

3 μg/kg 进行诱导麻醉，随后气管插管行机械通气，

术中使用七氟醚、丙泊酚、芬太尼进行维持，手术

结束前 10min 停止药物注射。

1.3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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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术及麻醉效果指标，包括：手术时间、

麻醉时间、术中失血量、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及应

答时间；（2）认知指标，使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于患者术前、

术后 12h、术后 1d、术后 7d、术后 28d 对其认知功

能进行评价，总分 30 分，分值越高认知功能越完善；

（3）谵妄指标，使用谵妄量表进行诊断，确诊后使

用谵妄评定量表（Delirium Rating Scale，DRS）进行

评估，总分 34 分，分值越高表明谵妄越严重；（4）

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包括：尿储留、恶心及呕吐、腹

胀及便秘、低血压。

1.4　观察及随访 

对所有患者术后每月进行随访，随访时间预计

为 1 年，随访终点为全因死亡，随访截止日期 2019
年 3 月 1 日。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用例数

（构成比）n 表示，使用 χ2 检验进行比较，预期值

低于 1 时使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同时段比较使用 t 检验，

不同时段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使用 Kaplan–

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应用 Log rank 检验计算风险

比（Hazard ratio，HR）。P<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及麻醉效果对比 

两组在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上无明显差异

（P>0.05），观察组在麻醉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

间及应答时间上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2　手术及麻醉效果对比（x±s）

项目 对照组（73例）观察组（73例）统计量 P

手术时间（min） 99.31±5.79 101.32±6.77 1.420 0.159

麻醉时间（min） 121.75±9.85 112.78±9.01 5.028 0.000

术中失血量（ml） 124.33±19.33 120.95±22.09 1.030 0.305

睁眼时间（min） 17.18±2.34 12.47±3.49 10.377 0.000

拔管时间（min） 19.84±2.81 13.48±2.98 11.695 0.000

应答时间（min） 20.73±4.11 15.11±3.98 7.321 0.000

2.2　两组认知障碍情况对比 

术前两组 MMSE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术

后两组患者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在术后 12h 

、术后 1d、术后 7d、术后 28d 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认知障碍情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12h 术后1d 术后7d 术后28d

观察组 73 28.33±1.27 24.71±1.19 26.45±0.88 28.52±1.22 28.13±1.20

对照组 73 28.39±1.26 21.24±1.63 23.71±0.92 25.17±1.24 26.33±1.09

t 1.720 13.096 16.106 14.411 8.309

P 0.088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谵妄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发生谵妄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15 vs 27；

χ2=5.323，P=0.021），谵妄持续时间、首次 DRS 及

末次 DRS 评分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4。
表4　两组谵妄发生情况对比［n，（x±s）］

组别 例数谵妄发生例数 持续时间 首次DRS评分 末次DRS评分

观察组 73 15 3.39±1.04 17.22±3.12 8.92±2.19

对照组 73 27 5.32±1.49 24.16±3.09 12.27±3.11

统计量 5.323 7.948 11.827 6.591

P 0.021 0.000 0.000 0.000

2.4　两组麻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发生尿储留及低血压的人数显著少于对

照组（P<0.05），详见表 5。
表5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x±s）］

组别 例数 尿储留 恶心、呕吐 腹胀、便秘 低血压

观察组 73 2 3 1 0

对照组 73 11 6 5 5

χ2 6.840 1.066 1.564 5.177

P 0.009 0.302 0.211 0.023

2.5　两组患者预后情况 

对照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观察组（HR=1.894，

95％CI［1.002，3.580］，P=0.032），详见图 1。

图1　两组患者总生存情况

3　讨论

我 国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髋 部 骨 折 发 生 率 接 近

30％［6］，老年患者髋骨骨折术后发生认知障碍及谵

妄的比例较高［7］，麻醉还可通过影响老年患者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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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进而导致患者康复时间延长并影响预后［8］。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在麻醉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

间及应答时间上显著少于对照组，表明腰骶丛阻滞

具有更好的时间控制性。神经丛阻滞主要通过阻滞

手术创伤导致的神经刺激，因此可有效降低机体对

手术创伤的反应，神经丛阻滞相较于全身麻醉患者

体内的儿茶酚胺水平更低，循环、呼吸等系统的反

应也更轻，总麻醉时间更短［9，10］。

认识障碍情况显示术前两组 MMSE 评分无明显

差异，术后两组患者评分均显著下降，其中观察组

在术后 12h、术后 1d、术后 7d、术后 28d 的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表明腰骶丛阻滞患者认知障碍情况

显著优于全身麻醉。可能是由于全身麻醉对大脑神

经活动具有直接抑制功能［11-13］，因此发生认知障碍

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较长的麻醉时间、苏醒时间

也加重了麻药对中枢的影响，促进认知障碍的发生。

本研究同时发现观察组发生谵妄人数显著少于对照

组，谵妄持续时间、首次 DRS 及末次 DRS 评分显著

小于对照组，表明腰骶丛阻滞谵妄发生情况明显优

于全身麻醉。术后认知障碍与谵妄的发生具有一定

的联系［14］，对患者中枢功能影响较小，且作用时间

更短的腰骶丛阻滞发生谵妄的风险及程度较轻。

此外，观察组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及 1 年内死亡

风险显著低于观察组，表明使用腰骶丛阻滞有助于

提高患者预后，老年患者髋部手术后较高的死亡率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术后认知障碍与谵妄的

发生可增加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延长卧床及住院

时间、影响恢复［15］，这可能是本研究中腰骶丛阻滞

死亡风险较低的原因。

综上所述，腰骶丛阻滞可有效改善老年髋部骨

折术后认知障碍、谵妄的发生情况，并提高患者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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