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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谵妄、苏醒期躁动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吕清香 、 范红卫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谵妄、苏醒期躁动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我院行老年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65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 31 例患者采用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对照组 34 例

患者采用全身麻醉。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术后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MSE）评分及谵

妄、认知功能障碍（POCD）和苏醒期躁动发生情况。结果　（1）观察组麻醉时间及术后睁眼时间、

拔管时间、语言陈述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0.05）。（2）术后 1h、术后 6h、术后 12h、术后 24h、术

后 48h 两组患者的 MMSE 评分较前升高，且观察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3）观察组患者术

后谵妄和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术后谵妄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P< 0.05）。（4）

观察组术后苏醒期躁动发生率为 35.48％，低于对照组的 7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有助于改善老年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的认知功能，促进患者意识恢复，

减少术后谵妄、认知功能障碍和苏醒期躁动发生，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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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anesthesia methods on delirium，restless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fter hip joint 
replace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LV Qingxiang，FAN Hongwe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Hospital Affiliated to 
Henan Medical College，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nesthesia methods on delirium，restless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fter hip joint replace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 Methods　A total of 65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hip joint replace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

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observation group（31 cases）

received epidural combined general anesthesia，while the control group（34 cases）received general anesthesia. The 

anesthesia effect，postoperative simple mental state assessment scale（MMSE）score，delirium，postoperative cogni-

tive dysfunction（POCD）and restlessness during waking perio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
The anesthesia time，postoperative eye opening time，extubation time and speech present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MMSE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 1h，

6h，12h，24h and 48h postoperatively，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3）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and POC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P<0.05）. （4）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agit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5.48％，lower than 

73.53％ in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Combined epidural 

general anesthesia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fter hip replacement in the elderly patients，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reduce postoperative delirium，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agitation in the recovery perio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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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骨密度降低，是各种关节炎、股骨头骨

折及坏死的高发人群。髋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支撑

关节，损伤会影响老年人正常生活。髋关节置换术

使用特殊材料替换坏死损伤的关节能改善患者的髋

关节运动功能、缓解关节疼痛［1］。术中的麻醉药物

对患者神经系统影响较大，老年患者术后易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POCD）、谵妄等［2］，因此合理的使用麻

醉药物对髋关节置换术具有重要意义。硬膜外麻醉

将麻醉药物注入关节间隙进行局部麻醉，减少全麻

的麻醉剂量，从而降低患者 POCD 的发生。右美托

咪定是常用的镇静镇痛药物，可与其他麻醉药物相

互作用，减少麻醉药物剂量，降低对患者神经系统

的影响。有研究［3］发现，右美托咪定复合罗哌卡用

于硬膜外麻醉可以取得良好的麻醉效果，且不良反

应减少，安全性较高。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麻醉方

式对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谵妄、精神状态、苏醒期

躁动及认知功能的影响，以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我院行老年髋关

节置换术患者 65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年龄≥ 65 岁；（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

Ⅰ～Ⅱ级；（3）符合髋关节置换术手术指征；（4）

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精神

病患者；（2）手术禁忌症患者；（3）麻醉药物过敏患

者；（4）合并多器官功能异常者；（5）凝血功能障碍

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

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 31 例患

者，男 16 例，女 15 例，年龄 65～78 岁，平均（70.65
±4.38），病发部位：股骨头坏死 16 例、骨关节炎 11
例、其他 4 例。对照组 34 例患者，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 66～80 岁，平均（71.43±4.91），病发部位：

股骨头坏死 17 例、骨关节炎 12 例、其他 5 例。两组

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全身麻醉诱导，具体如下：麻醉诱

导前静脉泵注等量生理盐水，15min 后采用全身麻

醉诱导，静脉注射 0.04mg/kg 的咪达唑仑（国药准字

H20067041，2ml：10mg）、1.5mg/kg 的丙泊酚（国药

准字 J20040122，50ml：1g）、5 μg/kg 的芬太尼（国药

准字 H20113509，10ml：0.5mg），0.1mg/kg 的维库溴

铵（国药准字 H19991172，4mg），3min 后给予气管

插管和机械通气行髋关节置换术［4］，吸入 2％异氟

烷（国药准字 H20059911，100ml）维持麻醉，追加

1～2mg/kg 丙泊酚，根据患者的心率、血压调整麻醉

程度。

观察组采用右美托咪定、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

具体如下：麻醉诱导前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国药

准字 H20203335，2ml：0.2mg）0.3 μg/kg，持续时间

15min。患者取侧卧位，于患者 L1～L3 间隙处穿刺

成功后硬膜外腔注射 10ml 的 0.5％罗哌卡因（国药准

字 H20153780，10ml：0.1g）进行麻醉。调节麻醉平

面上界在患侧 T8 以下，患者无不良反应后采用全身

麻醉诱导，行髋关节置换术，术中根据手术情况适

当追加罗哌卡因剂量，1h 后硬膜外导管注入 6ml 的

罗哌卡因、1mg 吗啡（国药准字 H21021995，0.5ml：

5mg）。所有患者术后均采取自控静脉镇痛泵镇痛。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患者麻醉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

间、语言陈述时间。（2）采用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

（MMSE）［5］评分评估患者术前、术后 1h、术后 6h、

术后 12h、术后 24h、术后 48h 等认知功能，量表包

含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回忆力、语

言能力 5 个维度，总分 30 分。评分文盲低于 17 分、

小学程度低于 20 分、中学程度低于 22 分、大学程

度低于 23 分，提示发生 POCD。分别评估（3）采用

谵妄评估方法（CAM）［6］评估患者术后谵妄程度，包

含活动增多型、活动减少型、混合型，并记录发生

谵妄的持续时间。（4）记录患者术后苏醒期躁动情

况，评估标准如下［7］：轻 度躁动 为烦 躁或 轻度 烦

躁，试 图坐起，但能遵 口头命令 安静躺 下；中度躁

动 为不能安静，不服从 口头命令或限制，需物理方

法制动；重度躁动为试图自行拔除各种插管，试图翻

身下床，在床上 翻滚，抵抗 医护人 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表示，采用 χ2 检验。不同时点的比较采用重复测

量数据的方差分析两组的组间差异性、以及各时

间点测量值的时间差异性，事后行 LSD-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麻醉时间及术后睁眼时间、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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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期躁动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苏醒期躁动发生率为 35.48％，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7 3 . 5 3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期躁动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苏醒期躁动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1 20（64.52）6（19.35） 3（9.68） 2（6.45） 11（35.48）

对照组 34 9（26.47）11（32.35）9（26.47）5（14.71）25（73.53）

χ2值 9.499

P值 0.002

3　讨论

髋关节置换术是目前治疗髋关节损伤、股骨头

坏死、髋骨关节炎等疾病最有效措施，占我国人工

关节置换术的首位。近年来随着手术技术的规范、

新型置换材料的发展，髋关节置换术手术对于患者

的术后不适及并发症的影响大幅降低，被越来越多

的患者接受，但手术过程中采用的麻醉方式对患者

尤其是老年患者的术后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愈发凸

显。髋关节置换术麻醉一般采用全身麻醉，传统的

咪达唑仑、丙泊酚、芬太尼、维库溴铵等全麻后多

发 POCD、谵妄、苏醒期躁动等中枢神经系统并发

症，甚至发展成痴呆、危及生命［8］。降低麻醉药物

剂量能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但降低剂量达不到理

想的麻醉效果，因此探索更安全有效的麻醉方式和

麻醉药物对老年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硬膜外麻醉作为一种局部麻醉的方式，与全麻

相比具有并发症低、对全身器官影响小、缩短患者

苏醒时间、降低术后康复时间等优点，适用于下腹

部及下肢手术，其与全麻复合使用能减少全麻药物

的剂量［9］。罗哌卡因是硬膜外麻醉的常用局麻药物，

通过阻断钠离子进入神经细胞内对神经冲动传导产

生阻滞，产生麻醉效果，其半衰期对于全麻药物较

长，因此术后短时间内还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以缓

解患处疼痛。有研究发现［10］硬膜外麻醉复合全麻行

老年关节置换手术具有较好的麻醉效果，稳定患者

血流动力学，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对患者认知功能

影响小，安全性高。有研究［11］对老年膝关节置换术

患者采用不同浓度罗哌卡因硬膜外麻醉后发现，使

时间、语言陈述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麻醉时间
术后睁眼

时间
术后拔管 

时间
术后语言
陈述时间

观察组 31 52.65±7.58 2.42±0.74 16.79±2.43 4.47±1.13

对照组 34 64.85±8.72 4.66±0.94 27.69±3.96 7.87±1.76

t值 5.993 10.604 13.218 9.167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MMSE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MMSE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后 1h、术后 6h、术后 12h、术后

24h、术后 48h 的两组患者的 MMSE 评分较前升高，

且观察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术后谵妄和 POCD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谵妄和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且观察组患者术后谵妄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1h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观察组 31 25.58±2.59 19.44±1.68*△ 21.75±2.44*△ 22.45±1.14*△ 23.61±2.49*△ 24.61±2.47*△

对照组 34 25.91±2.69 17.62±1.68 18.72±1.74 19.91±1.91 20.63±2.08 21.61±2.1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术后谵妄和POCD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谵妄

谵妄持续时间 POCD发生率
活动增多型 活动减少型 混合型 谵妄发生率

观察组 31 1（3.23） 1（3.23） 2（6.45） 4（12.90） 31.59±6.57 0（0.00）

对照组 34 4（11.76） 2（5.88） 6（17.65） 12（35.29） 64.87±12.7 4（11.76）

统计值 4.381 13.076 3.886

P值 0.036 <0.001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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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浓度罗哌卡因的患者术后 POCD 发生率明显低于

高浓度，更有利于患者肌力及认知功能恢复。右美

托咪定目前已广泛用于临床麻醉药物，作为高选择

性的受体激动剂，能促进α2 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

抑制神经元活性，发挥镇静镇痛作用，同时能够降

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氨基酸毒性、降低机体炎症反

应、氧化应激反应、抑制细胞凋亡，保护神经元细

胞损伤及大脑组织损伤，减少术后 POCD 发生率［12］。

有研究［13］将右美托咪定用于心脏手术麻醉与传统全

麻药物比较，对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小，POCD 和谵妄

发生率低。右美托咪定能与其他麻醉药物相互作用，

放大麻醉效果，减少用量，较低剂量即可达到较好

的镇静、镇痛效果［14-1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麻醉时间及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语言陈述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术后 1h、术后 6h、术后

12h、术后 24h、术后 48h 两组患者的 MMSE 评分较

前升高，且观察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

察组术后谵妄、POCD、苏醒期躁动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且谵妄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提示右

美托咪定、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效果较好，有助于

降低患者术后精神状态的影响，促进认知功能恢复，

减少 POCD、谵妄及苏醒期躁动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进行硬膜外复合全身麻

醉有助于改善老年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的认知功

能，促进患者意识恢复，减少术后谵妄、认知功能

障碍和苏醒期躁动发生，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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