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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李　贺 、 冯世军 、 宋淑敏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及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2 月～2019 年 8 月收诊的 68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4 例，观察组患者接受椎管内麻醉，对照组患者接受

全身麻醉。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语言陈述时间、麻醉药用量、手术后睁眼时间、手术时间、波幅、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及手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实

施麻醉后的语言陈述时间、麻醉药用量、手术后睁眼时间、手术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

组患者的术后 1h、3h、6h 的 P3 波幅和 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3h 和

6h 的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椎管内麻醉对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

与精神状态影响小，有利于术后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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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anesthesia methods on mental stat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under-
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LI He，FENG Shijun，SONG Shumin. . 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nesthesia methods on mental state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68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August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

vation group（34 cases）received intraspinal anesthesia；control group（34 cases）received general anesthesia. The time 

of speech presentation，the dosage of anesthetic，the time of opening eyes after operation，the time of operation，the 

amplitude，the score of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ime of language statement，dosage of anesthetics，the time 

of opening eyes after surgery and the time of ope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3 amplitude and MMS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1h，3h and 6h after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POCD at 3h and 6h after ope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pinal canal anesthesia o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ntal stat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orthopaedic surgery affect small，conducive to the postoperative recov-

ery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 words】Cognitive function；Mental state；Orthopedic surgery；Intraspinal anesthesia；General anesthesia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展，骨科手术中老年群体有

所增多，但由于老年患者器官功能衰退、手术耐受

力减弱等问题［1］，术后易出现认知功能差、精神状

态不佳等状况，其原因主要与麻醉药物应用后会一

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神经功能有关［2］。故为减少老年

骨科手术患者的麻醉风险，常需挑选适宜麻醉手段

行辅助治疗，相较于全身麻醉而言，椎管内麻醉是

一种可避免患者神经元间信号传递受到影响的麻醉

手段［3］，该手段用药量较小，其手术安全性有一定

保证。本文旨在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骨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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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术后精神状态及认知功能的影响，现表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7 年 2 月 21 日～2019 年 8 月 8 日收

诊的老年骨科手术患者 68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

准：⑴年龄 60 岁～70 岁，均符合骨科手术指征。⑵

术前意识正常。⑶临床未缺失相关病例资料。排除标

准：⑴各类精神疾患者。⑵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

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问题。⑶镇静药物史者。⑷

严重认知障碍或存在神经系统疾病问题。⑸表达能力

障碍。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对照组（全身麻

醉）、观察组（椎管内麻醉），每组各 34 例。观察组中，

15 例女性，19 例男性；年龄 60 岁～70 岁，均值（64.74
±4.63）岁；体重 49kg～79kg，均值为（63.56±5.75）

kg；手术方法：21 例股骨骨折固定术、8 例半髋关节置

换术及 5 例全髋关节置换术。对照组中，13 例女性，

21 例男性；年龄 60 岁～69 岁，均值（64.97±4.58）岁；

体重 47kg～78kg，均值为（63.22±5.79）kg；手术方法：

20 例股骨骨折固定术、8 例半髋关节置换术及 6 例全

髋关节置换术。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68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已

完成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流程，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手 术 开 始 前 半 小 时 ， 以 阿 托 品 （ 批 准 文

号：H32021060）0 .5mg、地西泮（批准文号：

H14021670）8mg 对患者行注射治疗。

对照组，通过快速导气管插管方式进行有效

全麻操作，以瑞芬太尼（批准文号：H20030197）

4mg/kg、异氟醚（批准文号：H20030197）1％-1.5％

对麻醉情况进行维持，后以维库溴铵（批准文号：

H19991172）0.1mg/kg 对患者肌肉松弛进行维持。

观察组，需于患者腰部 L2-L3 椎间隙处进行有

效腰硬麻醉，期间需以布比卡因 0.5％（批准文号：

H20043644）1ml 进行维持，再依照麻醉情况与患者

体质量，酌情添加一定量的利多卡因（批准文号：

H20057816）。

1.3　观察指标

评测分析两组老年骨科手术患者的语言陈述时

间、麻醉药用量、手术后睁眼时间、手术时间、波

幅、精神状态评估及手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

发生率。

听觉事件相关电位波幅［4］：以肌电诱发电位仪

（型号：Nicolet viing quest）做好评测工作，评测期

间需让患者闭目，放松全身肌肉，安静坐于软椅上，

可对其注意力集中作有效维持，再对其 P3 波幅进行

评测，波幅数值高视作患者记忆、知觉、注意力良好。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5］：以

MMSE 评分评估患者精神状态，包括即刻记忆力、

语言能力、定向力回忆能力及计算力五个维度，共

30 分，分值低视为智能精神状态不佳。

POCD［6］：若手术结束后患者出现逻辑性缺乏、

语言能力不连贯、过度警觉、发怒、迷惑、孤独及

激动等症状，视为 POCD。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实施麻醉后的语言陈述时间、麻醉

药用量、手术后睁眼时间、手术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语言陈述
时间（min）

麻醉药用量
（ml）

手术后睁眼
时间（min）

手术时间
（min）

观察组 34 3.57±0.43 1495.47±117.40 2.28±0.33 55.09±9.25

对照组 34 8.53±0.65 1946.92±125.69 3.51±0.37 67.75±10.16

t值 37.109 15.305 14.466 5.37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术后 P3 波幅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1h、3h、6h 的 P3 波幅高于

对照组（P<0.05），而手术前及术后 12h、1d 的 P3 波

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P3波幅比较（x±s）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1h 术后3h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1d

观察组 34 13.09±1.34 10.13±0.66 10.48±0.72 13.16±0.44 13.55±0.57 13.60±0.52

对照组 34 12.87±1.45 6.74±0.38 8.05±0.63 10.03±0.27 13.68±0.48 13.42±0.54

t值 0.650 25.955 14.810 35.354 1.017 1.400

P值 0.518 0.000 0.000 0.000 0.313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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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术后 POCD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3h 和 6h 的 POCD 发生率均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术后POCD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术后3h 术后6h 

观察组 34 0（0.00） 1（2.94）

对照组 34 5（14.71） 7（20.59）

χ2值 - 5.397 5.100

P值 - 0.020 0.024

3　讨论 
骨伤发生的高危群体多为老年人群，一般通过

手术治疗，且随着老龄化加快老年骨科手术患者数

量不断增加［7］，社会关注度较高。由于骨科手术期

间常需长时间麻醉，老年人普遍存在免疫力低下、

身体机能弱等问题，发生脑代谢异常、脑血流减少

的情况较多，会对患者的神经系统与中枢神经元产

生不良影响［8］，其原因可能与麻醉药物、麻醉方式

导致患者神经细胞凋亡有关，严重时会相应损害患

者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影响其精神状态。目前对

老年骨科手术患者一般实施两种麻醉手段，一种为

全身麻醉，一种则是椎管内麻醉。前者能极大提高

患者手术安全性，但由于用药量过大，易促使患者

神经细胞凋亡，减少患者的脑血流量，并对其神经

细胞蛋白质表达进行改变，从恢复速度、手术时间

等临床详情来说，均不如后者作用明显。本研究发

现，观察组老年骨科手术患者实施麻醉后的语言陈

述时间、麻醉药用量、手术后睁眼时间、手术时间

均低于对照组（P<0.05）。原因主要与全麻对患者神

经元间信号传递不利有关。

而相较于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的药物应用

量较小，可短时间内促进患者恢复，减少神经系统

损害［9］，从而减少对患者认知能力、精神状态的影

响。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1h、3h、6h 的 

P3 波幅和 MMSE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患者术后 3h 和 6h 的 POCD 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5）。提示在老年骨科患者手术期间，椎管内

麻醉较全身麻醉的效用更佳，椎管内麻醉主要于患

者椎管腔隙内进行药物注射，可尽可能避免患者神

经功能受损［10］。听觉事件相关电位主要与认知功能

相关，其 P3 波幅主要可对手术患者的非随意注意能

力进行反映，可对标准刺激、靶刺激的难易性进行

区别。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1h、3h、6h

的 P3 波幅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经椎管内麻醉

后，患者的注意力相对更为集中，术后仍可维持大

脑一定程度的信息处理能力。此与莫桂熙等［11］学者

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

 综上所得，老年骨科手术患者应用椎管内麻醉，

可减少麻醉药物用量，缩短手术时间，对其认知功

能、精神状态影响小，提高患者的注意力，有利于

患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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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ISC 评分显著高于 HAMA>28 分者、HAMD>24
分者，可见焦虑、抑郁程度越高，患者的心理韧性

水平越低。消极的情绪体验不仅会削弱自我认同感，

降低个人专注力与幸福感，促使多种心理障碍的发

生，降低临床治疗的依从性；也会抑制神经系统的

正向调节，致细胞代谢与修复缓慢，机体免疫力下

降，造成临床疗效低下或术后愈合缓慢［8］。尤其是

乳腺癌化疗、手术引起的严重不适感，在损害患者

心理健康的同时，还会引起患者的回避性行为增强，

社会功能减退。因此，在乳腺癌患者化疗的过程中，

应根据患者的理解及文化程度给予相应的医疗信息

支持与护理技术指导，以缓解治疗的副作用，协助

患者树立正确的认知。对于无法进行保乳手术的患

者，需针对性的进行情绪疗法、个性化教育，告知

其肿瘤切除的必要性与乳房重建的可能性，以增强

患者的信心，减少应激反应。

女性对乳腺癌的恐惧感很强烈，部分患者还会

因此拒绝治疗、否认病情，出现持续的心理痛苦及

高度神经紧张，引起生活与工作质量下降。本研究

发现，FoP-Q-SF ≤ 30 分者的 CD-RISC 评分显著高

FoP-Q-SF>30 分者，说明恐惧感与心理韧性呈负相

关，且姚玲玉等［9］的研究发现，乳腺癌化疗患者的

癌症复发恐惧越低，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

故而，降低患者的恐惧感，不仅能提高其心理韧性

水平，也能促进创伤后成长状态，进而提高临床

疗效。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与负性情绪显

著相关，临床工作中可通过提高患者的心理韧性来

降低负性情绪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本研究样

本数较少，其次，本研究为观察研究，没有探讨提

高心理韧性能否能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后续研究

需要扩大样本，并进行相应的干预。

参考文献

1. 江笑笑，李惠萍，张婷，等 . 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在乳腺

癌患者乐观与心理韧性间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华行为医

学与脑科学杂志，2018，027（003）：256-260.

2. 肖婷，李惠萍，张婷，等 . 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对心理韧

性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现代预防医学，2017，

44（021）：3974-3977.

3. 陈玉华，李伟汉 . 乳腺癌放疗患者心理韧性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8，24（28）：

3415-3418.

4. 吴子敬，刘叶，李小寒 . 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现状及其与

焦虑抑郁的关系［J］.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8，47（01）：

78-81.

5. 何欣，杨婷婷，高阳阳，等 . 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及其

心理干预方式的研究进展［J］.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8，44（02）：257-262.

6. 颜涵，徐翠荣，齐梦影，等 . 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与

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的关系研究［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9，25（21）：2674-2679.

7. 余成静，章新琼，王晓慧，等 .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不同

阶段心理弹性水平及与负性情绪的动态关系［J］. 广东医

学，2019，40（01）：163-165.

8. 邹蕴，宛红娥，何丽娜，等 . 乳腺癌患者药物依从性现状

及与心理韧性的关系［J］. 职业与健康，2018，034（023）：

3238-3241.

9. 姚玲玉，张宝英，刘娜，等 . 乳腺癌化疗期患者创伤后成

长与癌症复发恐惧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0，36（15）：1133-1139.

（收稿日期：2020 年 7 月 3 日）

上接第 122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