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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对老年患者骨科术后精神状态及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曾　举

【摘要】目的　评价全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及早期认知功能的

影响。方法　选择 2017 年 5 月～2019 年 5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老年骨科手术患者 100 例，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全身麻醉，n=50）及观察组（椎管内麻醉，n=50）。采用精神状态评价量表

（MMSE）对患者术前及术后 1h、3h、6h、24h、48h 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并以 MMSE 评分为依据

对两组患者术后 1h、3h、6h 的认知障碍情况进行评定。结果　两组患者实施麻醉前后的血流动力

学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手术时间、清醒时间、语言陈述时间均明显较

短（P< 0.05）；术前两组患者 MMSE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观察组术后各时间段的 MMSE

评分明显较对照组高（P< 0.05）；观察组术后各时间段的认知障碍、精神错乱发生率相比对照组均明

显较少（P< 0.05）。结论　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行椎管内麻醉可预防和减少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精神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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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eneral anesthesia or spin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mental status and early cogni-
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ZENG Ju. Anyang People's Hospital，Anyang 
45000，China

【Abstract】Obji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general anesthesia and spin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men-

tal status and early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Methods　From May 2017 to 

May 2019，100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general 

anesthesia，n=50）and observation group（vertebral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linical ef-

fects of anesthesia，the mental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modynam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anesthesia（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operation time，awake time and language present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MS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

eration（P>0.05）. The MMS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ental confu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tra-arterial anesthesia for elderly orthopedic surgery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mental disorder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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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接受临床手术治疗时间较

长，且创伤大，加上麻醉以及老年患者身体机能衰

退和手术耐受力差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术后精神

状态较差，极有可能出现认知功能障碍［1-3］。麻醉药

物及麻醉方式将直接影响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和

精神状态［4］。选择恰当的麻醉药物及麻醉方式可有

效预防术后精神异常及术后认知障碍的发生［5］。全

身麻醉和椎管内麻醉在骨科手术中应用广泛，本研

究比较这两种麻醉方式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术后精

神状态及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具体报告如下。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455000）。

［第一作者简介］曾举（1984.06），男，四川遂宁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老年麻醉。

［通讯作者］曾举（Email：zengjuren@12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 74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老年骨科手术患者 100 例，均为

2017 年 5 月～2019 年 5 月期间本院收治，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全身麻醉，n=50）及观

察组（椎管内麻醉，n=50）。纳入标准：（1）所有纳

入对象均对本次实验内容、目的知晓，并明确风险，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报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

准；（2）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疾病或神经系

统疾病者；（3）近期内无神经肌肉有影响的药物服

用史。排除标准：（1）既往存在精神疾病史或神经

系统疾病史；（2）处于抑郁焦虑状态患者；（3）严重

器质性疾病者；（4）对精神镇定药物依赖或药物过

敏者。其中，观察组：男女比率 33：17；年龄 52～76
（63.05±7.48）岁；体质指数：（22.34±2.27）kg/m2；

手术类型：全髋关节置换术 15 例，半髋关节置换术

10 例，骨折内固定术 25 例；对照组：男女比率 34：

16；年龄 53～78（63.24±7.37）岁；体质指数：（22.51
±2.46）kg/m2；手术类型：全髋关节置换术 15 例，

半髋关节置换术 12 例，骨折内固定术 23 例。两组

患者基线资料行统计学数据分析，差异 P>0.05，具

客观研究对比价值。

1.2　方法 

进入手术室后，两组均建立静脉通路，分别监

测两组的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观察组采用腰

段 L3～4 椎管内麻醉作为穿刺点。脊髓硬膜外联合

麻醉后，注射盐酸布比卡因 7.5 mg+10％葡萄糖 0.5 

ml。根据患者体重添加 0.375％盐酸罗哌卡因。对照

组老年患者给予全麻、咪达唑仑静脉滴注、麻醉止

痛、0.04～0.05mg/kg 唑地西泮监护。同时静脉滴注

阿托品 0.5mg，分别选用 0.15mg/kg 苯磺酸西曲库铵、

1～2mg/kg 丙泊酚进行有效的静脉诱导、气管插管机

械通气、静脉吸入联合维持麻醉。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观察两组患者麻醉前后血流动力学情况

以及手术时间、清醒时间以及语言陈述时间等相关

指标。（2）精神状态评定：采用 MMSE 量表（满分

30 分）评价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1h、3h、6h、24h、

48h 的精神状态，文盲：MMSE 得分＜ 17 分；小学：

MMSE 得分＜ 20 分；中学及以上学历：MMSE 得分

＜ 24 分，则评定其存在认知功能障碍。（3）以精神

状态量表评估两组术后 1h、3h、6h 的认知障碍发生

情况，评分规则见（2）。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展开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量资料手术时间、清醒时间、语言陈述

时间、MMSE 评分等相关指标采用（x±s）表示，进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认知障碍、精神错乱发生率采用

（％）表示，进行 χ2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麻醉前后的血流动力学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比较（x±s）

组别 指标 麻醉前 麻醉后 t P

对照组（n=50） 血压（kpa） 12.3±0.7 12.4±0.8 0.665 0.508

心率（次） 86.7±6.2 85.8±4.5 0.831 0.408

观察组（n=50） 血压（kpa） 12.4±0.7 12.3±0.9 0.620 0.537

心率（次） 86.8±6.5 85.3±4.2 1.371 0.174

2.2　两组患者相关手术指标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麻醉药用量相比对

照组明显较少（P<0.05）；同时观察组手术时间、清

醒时间以及语言陈述时间相比对照组均明显缩短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相关指标比较 （x±s）

组别 n
麻醉药用量

（ml）
手术时间

（min）
清醒时间

（min）
语言陈述
时间（min）

观察组 50 1544.45±19.50 54.42±8.21 2.01±0.34 3.39±0.42

对照组 50 1914.50±21.50 66.20±7.43 3.21±0.26 8.81±0.84

t 90.149 7.523 19.825 40.808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患者各时间段 MMSE 评分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术前两组患者 MMSE 评分比较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h、术后 3h、

术后 6h、术后 24h 及术后 48h 的 MMSE 评分相比对

照组均明显较高（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段认知障碍、精神错

乱发生率比较 

研究显示，观察组术后 1h、术后 3h、术后 6h

认知障碍、精神错乱发生率相比对照组均明显较少

（P<0.05），见表 4。

3　讨论

老年骨科患者多需要手术治疗［6-8］。但麻醉术后

老年骨科患者极易并发认知功能障碍疾病。认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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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在每个年龄段均有可能发生，影响因素较多［9］。

由于老年患者的脑组织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对药物

耐受性较差及消除水平较低，麻醉时患者的心脑血

管调节能力会明显降低，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老年

患者更容易出现术后认知功能障碍［10-11］。

麻醉药物可影响患者中枢系统神经递质和受体

的调节，因此会直接影响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和

精神状态。选择恰当的麻醉药物及麻醉方式可有效

预防术后精神异常及术后认知障碍的发生［12］。全麻

术普遍用于早期骨折手术中，但麻醉药物用量较大，

对于患者大脑影响较大。椎管内麻醉是将药物注入

椎管腔隙进而对神经传导功能起到阻断作用，最终

取得理想的麻醉效果。相比全身麻醉，患者在麻醉

药物的使用量方面明显较少，且使用麻醉药物后的

不良反应率较低。可更大程度上减少对患者中枢神

经所造成的损害，促使患者术后早日恢复［13-14］。本

研究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麻醉前后的血流

动力学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组患者

各项手术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手术前，

两组患者 MMSE 评分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手术后，观察组术后 1h、术后 3h、术后 6h、术后

24h 及术后 48h 等各项时间段的 MMsE 评分相比对照

组均明显较高（P<0.05）；观察组术后 1h、术后 3h、

术后 6h 的认知障碍发生率相比对照组均明显较低

（P<0.05），本结果与徐文强等［15］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椎管内麻醉可有效减少老年骨科手

术患者出现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几率，对患者精神

状态无明显影响［16］，更适合老年骨科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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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各时间段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术前 术后1h 术后3h 术后6h 术后24h 术后48h

观察组 50 24.70±2.42 19.54±2.47 20.87±2.24 21.56±3.02 22.25±2.98 23.87±2.85

对照组 50 24.69±2.41 16.99±2.56 17.98±2.67 18.30±3.18 20.19±2.72 21.02±2.10

t 0.021 5.069 5.864 5.256 3.610 5.692

P 0.984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表4　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段认知障碍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术后1h 术后3h 术后6h

观察组 50 2（4.00） 5（10.00） 7（14.00）

对照组 50 8（16.00） 13（26.00） 16（32.00）

χ2 4.000 4.336 4.574

P 0.046 0.037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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