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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对骨科手术患者术后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的影响

李新帅 、 孟　帆

【摘要】目的　分析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应用于骨科手术患者（高龄）对其术后精神状态、认

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 月 ~201� 年 � 月我院收治的骨科手术高龄患者 200 例，将其

随机分为 2 组，各 100 例。将全身麻醉应用于对照组，将椎管内麻醉应用于观察组。比较两组麻醉

药物用量、语言陈述时间、术后精神状态（MMSE 评分）、认知功能程度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在麻醉药物用量、语言陈述时间上，观察组均少于对照组（P< 0.0�）。在 MMSE 评分上，两

组术后 1.�h、�.�h、11.�h、24 h 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在认知功能上，术后苏醒时对照组

正常率 ��.0％，低于观察组的 ��.0％（P< 0.0�）。在精神错乱、认知障碍上，观察组分别为 10.0％、

�.0％，低于对照组的 40.0％、2�.0％（P< 0.0�）。结论　椎管内麻醉应用于骨科手术患者（高龄）的

效果优于全身麻醉，前者可有效促进患者术后早期精神状态恢复，可改善其认知功能，减少麻醉药

物用量和语言陈述时间，还能减少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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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eneral anesthesia and spinal anesthesia on the 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old age）　　LI Xinshuai，MENG F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general anesthesia and spinal anesthesia on the 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old age）. Methods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9，2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100 cases in each. General anesthesia was applied to the control group，and spinal anesthesia was appli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oses of anesthetic drugs，language presentation time，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us（MMSE 

score），cognitive function，and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dose of anes-

thetic drugs and language presentation time，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On the 

MMSE score，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1.5h，5.5h，11.5h，and 24. h（P<0.05）. 

In terms of cognitive function，the normal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53.0％，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89.0％）in 

observation group（P<0.05）. In the insani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the incidenc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0.0％ 

and 26.0％，respectively，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10.0％ and 6.0％）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pinal anesthesia on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older age）is better than general an-

esthesia. The former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early 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e，improv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reduce the amount of anesthetic drugs and the time of language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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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疾病的高发人群为老年人，手术治疗是首

选方案，但由于患者多为高龄群体，对手术安全性

和麻醉效果要求较高，因而其麻醉方法的选择需尤

为慎重，高龄患者的精神状态和认知功能极易受到

影响，导致更高的手术风险［1-4］。目前临床可采取的

麻醉方式为全麻和椎管内麻醉，后者指的是在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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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隙注入麻醉药物，其可对脊神经传导功能实现

可逆性阻断，也可将其兴奋性有效减弱［5］。本研究

探讨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应用于骨科手术患者（高

龄）对其术后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以 2016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为时间段，选取我

院收治的骨科手术高龄患者 200 例，将其随机分为

2 组，各 100 例。其中，观察组女 39 例，男 71 例，

年龄为 62~78 岁，平均年龄为（70.2±3.4）岁；手术

时间 50~78min，平均为（67.3±2.7）min，其中股骨

粗隆间骨折 45 例、下肢骨折 34 例、骨质疏松性椎

体压缩骨折 21 例。对照组女 46 例，男 54 例，年龄

为 63~78 岁，平均年龄为（71.5±3.9）岁；手术时间

50~78min，平均为（65.3±2.4）min；其中股骨粗隆

间骨折 40 例、下肢骨折 35 例、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骨折 25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种、手术

时间、术中情况等基础信息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

纳入及排除标准［6］：均为择期骨科手术者；均无

手术、麻醉相关禁忌症；均意识清醒，且具有一定认

知功能；均知晓本次试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排除合并严重其他

系统疾病者、恶性肿瘤者、意识障碍者、精神疾病

者等。

1.2　方法

将全身麻醉应用于对照组，即采用 0.1mg/kg 维

库溴铵（国药准字 H20084248）+4mg/kg 芬太尼（国

药准字 H20163279）+1.5mg/kg 丙泊酚（国药准字 

H20163040）对患者实施静脉注射，之后才去麻醉机

通气，潮气量 9mL/kg，呼吸比 1∶2，氧流量 1L/min，

麻醉药物浓度根据患者麻醉深度及时进行调节。

将椎管内麻醉应用于观察组，即为患者开放外

周静脉通路，提供机械通气，行硬膜外穿刺，穿刺

部位为 L3~L4 椎间间隙，采用 1~1.5mL 0.5％布比

卡因（国药准字 34021983）注射完成麻醉，必要时

可采用 0.12％罗哌卡因（国药准字 H20133181）与

3mg/kg 芬太尼进行输注，控制速度为 2ml/h。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麻醉药物用量、语言陈述时间、术后

1.5h、5.5h、11.5h、24h 的精神状态（采用简易精神

状态量表【7】（MMSE）评估，总分 30 分，包括回忆能

力、语言能力、记忆力、计算力、定向力、注意力等，

分值越高越好。）、术后苏醒时认知功能程度（根据

MMSE 评分判定，认知障碍判定：≤ 9 分重度；10~20
分中度、21~26 分轻度、26 分以上为正常［8］。）以及

不良事件（精神错乱、认知障碍）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处理。文中计量数据可

采取 t 值进行检验，文中计数数据可采取卡方进行检

验，以 P<0.05 评定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麻醉情况对比

在麻醉药物用量、语言陈述时间上，观察组均

少于对照组，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

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麻醉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语言陈述时间（min） 麻醉药物用量（mL）

观察组 100 3.6±1.6 850.2±65.4

对照组 100 9.2±2.4 1245.6±55.7

T值 3.0217 25.3174

P值 0.000 0.000

2.2　两组精神状态对比

在 M M S E 评 分 上 ， 两 组 术 前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两组术后 1.5h、5.5h、11.5h、24h 对比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术后MMSE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1.5h 5.5h 11.5h 24h

观察组 100 30.2±0.5 24.2±1.9 26.4±1.5 28.6±1.4 27.3±1.4

对照组 100 31.5±0.5 19.7±1.7 23.4±1.5 25.7±1.8 26.4±1.7

T值 1.0325 3.2169 2.1447 2.0255 2.0811

P值 0.524 0.000 0.001 0.002 0.004

2.�　两组认知功能对比

在 认 知 功 能 上 ， 术 后 苏 醒 时 对 照 组 正 常 率

53.0％，观察组正常率 89.0％，二者对比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3　两组认知功能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 100 89（89.0） 11（11.0） 0（0.0） 0（0.0）

对照组 100 53（53.0） 20（20.0） 22（22.0） 5（0.0）

T值 8.0144 2.0344 7.0269 2.1104

P值 0.000 0.000 0.000 0.005

2.4　两组不良事件对比

在精神错乱、认知障碍上，对照组发生率分别为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1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40.0％、26.0％，观察组分别为 10.0％、6.0％，二者

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4　两组不良事件对比［例（％）］

组别 例数 精神错乱 认知障碍

观察组 100 10（10.0）  6（6.0）

对照组 100 40（40.0） 26（26.0）

T值 10.3650 7.0216

P值 0.000 0.000

3　讨论

骨科手术患者实施麻醉后，可能对中枢神经系

统产生不利影响［9-10］。有关临床研究显示，脑细胞可

因麻醉状态发生不可逆改变，从而引发认知障碍。

因此对麻醉方式予以合理选择，对于恢复术后精神

状态，改善认知功能尤为关键［11］。

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是最主要的两种麻醉方

法，后者属于区域性麻醉，通常指硬膜外麻醉，其

给药途径为椎管间隙，其麻醉效果的实现依赖于脊

神经功能的可逆性阻断，其优点在于广泛阻滞、神

经损伤小等。而全身麻醉则通过呼吸道吸入、静脉

注射、肌内注射的方式给药，其主要对中枢神经系

统加以抑制而达到麻醉目的［12］。对于高龄骨科手术

患者而言，采用椎管内麻醉的优势在于可将麻醉药

用量有效减少，可避免其影响神经功能，且可帮助

患者术后快速恢复精神状态，不会引发认知功能障

碍，因而利于患者术后整体康复［13］。而采用全身麻

醉，会消除患者的意识，且需使用大量的麻醉药物，

极易造成患者术后体内麻醉药物残留，从而影响认

知功能［14］。

本研究发现：在麻醉药物用量、语言陈述时间

上，观察组均少于对照组，这表明高龄骨科手术患

者实施椎管内麻醉的麻醉药物用量更少，且语言陈

述时间更短。在 MMSE 评分上，两组术前无统计学

差异（P>0.05）。两组术后 1.5h、5.5h、11.5h、24 h

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表明高龄骨科手

术患者实施椎管内麻醉可促进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快

速恢复。在认知功能上，术后苏醒时对照组正常率

53.0％低于观察组的 89.0％，这表明高龄骨科手术

患者实施椎管内麻醉可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在精神

错乱、认知障碍上，对照组发生率分别为 40.0％和

26.0％，高于观察组的 10.0％和 6.0％，这表明高龄

骨科手术患者实施椎管内麻醉可减少不良事件，从

而保障手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研究和沈志耘等

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15］。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

来源较为单一，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椎管内麻醉应用于骨科手术患者（高

龄）的效果优于全身麻醉，前者可有效促进患者术

后早期精神状态恢复，可改善其认知功能，减少麻

醉药物用量和语言陈述时间，还能减少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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