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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不同浓度罗哌卡因
对老年患者臂丛神经的阻滞效果比较

陆剑锋，梁波，陈文策，梁志劲

(化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广东 化州 525100)

【摘要】 目的 比较超声引导下不同浓度罗哌卡因对老年患者臂丛神经的阻滞效果。方法 选择 2017年

1~12月化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老年上肢手术患者80例，以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三组，A组25例给予浓度为0.25%

的罗哌卡因，B组27例给予浓度为0.375%的罗哌卡因，C组28例给予浓度为0.5%的罗哌卡因，比较三组患者各部

位神经完全阻滞率、麻醉效果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C组患者的尺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肌皮神经完全阻滞率分

别为 42.9%、46.4%、39.3%、42.9%，均明显高于B组的 14.8%、18.5%、11.1%、11.1%与A组的 12.0%、16.0%、12.0%、

1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组患者的上述各项指标分别与A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A组患者的麻醉起效时间为(0.81±0.16) h，明显长于B组的(0.72±0.21) h和C组的(0.44±0.19) h，A组患者镇痛持续

时间、术后麻醉苏醒时间分别为(6.11±1.21) h、(5.01±2.12) h，明显短于B组的(7.67±1.01) h、(6.99±2.09) h与C组的

(8.91±1.07) h、(8.78±1.43)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B组麻醉起效时间明显长于C组，B组镇痛时间及

术后麻醉苏醒时间明显短于C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的呼吸困难、局部麻醉药物中毒、血压

异常等主要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应用不同浓度罗帕卡因对老年患

者进行臂丛神经阻滞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麻醉起效时间缩短，镇痛持续时间延长，恢复时间

延长，而不良反应相当，临床选择时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罗哌卡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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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ropivaca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brachial plexus block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LU Jian-feng, LIANG Bo, CHEN Wen-ce, LIANG Zhi-ji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Huazhou People's Hospital, Huazhou 5251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ropivaca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brachial plexus

block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Methods A total of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upper extremity surgery

during January 2017 and December 2017 in the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in Huazhou People'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Group A (n=25) was given ropivacaine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0.25%, group B (n=27) was given ropivacaine at a concentration of 0.375%, and group C (n=28) was giv-

en ropivacaine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0.5%. Then the total nerve block rate, anesthetic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lete block rate of ulnar nerve, radial nerve, median nerve and musculocu-

taneous nerve in group C was 42.9%, 46.4%, 39.3%, 42.9%,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4.8%, 18.5%, 11.1%,

11.1% in group B, and 12.0%，16.0%，12.0%，16.0% in group A (P<0.05).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

tween group B and group A for the above indicators (P>0.05). The onset time of anesthesia in group A was (0.81±0.16) h,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0.72±0.21) h in group B and (0.44±0.19) h in group C (P<0.05).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of anesthesia in group A were (6.11±1.21) h and (5.01±2.12) h,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7.67±1.01) h, (6.99±2.09) h in group B and (8.91±1.07) h, (8.78±1.43) h in group C (P<0.05). The onset time

of anesthesia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group C; and the analgesic time and postoperative anesthesia

recovery time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group C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major complications such as dyspnea, local anesthetic drug poisoning, and abnormal blood pressure in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ropivaca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brachial plexus block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 increases, the onset

time of anesthesia is shortened,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is prolonged, the recovery time is prolonged, while the adverse re-

action is equivalent. Therefore, the clinical sel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to choose a reason-

able concentration of ropiva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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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为混合神经麻醉方式，多用

于上肢手术的麻醉，定位的准确性与选择合适的麻醉

剂量是阻滞成功的关键，麻醉效果将直接影响患者术

后肢体功能的恢复[1]。传统盲探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

成功率较低，对周围神经损伤概率较高，随着超声技

术及超声诊断仪器的发展，超声对浅表软组织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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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清晰，高频超声应用于臂丛神经阻滞的应用也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展。罗哌卡因是近年来得到应用

的新型长效酰胺类局麻药，具有感觉阻滞、运动阻滞

分离优势，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无痛分娩，麻醉剂量高

低与麻醉效果密切相关[1-2]。部分学者将其应用于临

床臂丛神经阻滞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临床应用

剂量尚未得到统一。本研究通过观察超声引导下应

用不同浓度罗哌卡因对老年患者实施臂丛神经阻滞

麻醉，旨在探讨其麻醉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12月化州市人民医

院骨科收治的上肢手术患者80例，男性39例，女性41

例，年龄50~80岁，平均(69.1±9.2)岁。所有患者均给予

超声引导下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根据美国麻醉师

协会麻醉风险评分系统(ASA)[3]分级均为Ⅰ~Ⅱ级。骨折

类型：尺骨鹰嘴骨折22例，尺骨干骨折20例，尺骨远端骨

折18例，指骨骨折15例，断指再植5例。除外合并神经

系统疾病患者，除外精神疾病病史患者，本研究所有患者

均无凝血功能障碍、语言障碍，所有患者对本研究所用药

物均无过敏史，除外严重感染性疾病，除外呼吸系统疾

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均无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史。将上

述80例患者以随机数表法分为三组，A组(n=25)给予浓

度为0.25%的罗哌卡因，B组(n=27)给予浓度为0.375%

的罗哌卡因，C组(n=28)给予浓度为0.5%的罗哌卡因。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有患者对研究均

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骨折类型、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A组

B组

C组

F/χ2值

P值

例数

25

27

28

年龄

(岁，x-±s)
68.1±8.2

67.2±8.9

69.2±9.3

0.353 8

>0.05

男/女(例)

12/13

14/13

13/15

0.036 6

>0.05

骨折类型(例)

尺骨鹰嘴骨折

7

7

8

0.035 3

>0.05

尺骨干骨折

7

6

7

0.037 1

>0.05

尺骨远端骨折

6

7

5

0.042 2

>0.05

指骨骨折

4

5

6

0.038 7

>0.05

断指骨折

1

2

2

0.032 4

>0.05

1.2 麻醉方法 两组手术患者在麻醉前均禁食

禁饮8 h，常规开放静脉，入室后给予面罩吸氧，持续心

电监护，检测患者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并超声引导

下置管。采用飞利浦 IU22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

行超声引导，选择线阵探头，频率设置为 5~12 MHz。

患者取仰卧位，头偏向对侧约 30°。以锁骨中点为定

点，使用彩色多普勒与脉冲多普勒进行超声检查，判

断邻近大血管位置，明确动静脉、肌肉及各部位臂丛

的关系。在超声探头外侧1.5 cm处取穿刺点，常规消

毒，使用 1%利多卡因 2 mL局麻。在超声引导下锁骨

下动脉、锁骨上臂丛神经、第一肋骨之间，靠近臂丛区

域，放置硬膜外导管。用20G穿刺针对全部臂丛分支

进行阻滞，A组、B组、C组分别给予罗哌卡因 0.25%、

0.375%、0.5%浓度进行麻醉，术中如有疼痛给予镇静

药物。所有患者麻醉均由同一麻醉师完成。

1.3 观察指标 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记录患

者麻醉起效时间、镇痛持续时间、术后麻醉苏醒时间、

各部位(尺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肌皮神经)神经完全

阻滞率及并发症情况。麻醉后应针尖测试患者上肢尺

神经、正中神经、肌皮神经、桡神经、腋神经支配的皮肤

区域，患者感觉无痛则为麻醉起效时间，如麻醉给予1 h

后仍有痛觉则给予镇痛处理，此时麻醉起效时间定为

60 min。麻醉药物作用持续时间为镇痛持续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

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三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患者各部位神经完全阻滞率比较 C组

患者的尺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肌皮神经完全阻滞

率均明显高于 A 组与 B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B组患者的尺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肌皮

神经完全阻滞率与 A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2.2 三组患者麻醉效果比较 三组患者麻醉起

效时间、镇痛持续时间、术后麻醉苏醒时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 A 组患者麻醉起效时间明

显长于B组和C组，A组镇痛持续时间、术后麻醉苏醒

时间均明显短于B组与C组，B组患者麻醉起效时间明

显长于C组，B组镇痛持续时间、术后麻醉苏醒时间显

著短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三组患者各部位神经完全阻滞率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25

27

28

尺神经

3 (12.0)

4 (14.8)c

12 (42.9)ab

5.134 2

<0.05

桡神经

4 (16.0)

5 (18.5)c

13 (46.4)ab

4.924 5

<0.05

正中神经

3 (12.0)

3 (11.1)c

11 (39.3)ab

5.246 7

<0.05

肌皮神经

4 (16.0)

3 (11.1)c

12 (42.9)ab

4.872 1

<0.05

注：与B组比较，aP<0.05；与A组比较，bP<0.05；与A组比较，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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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所有患者的主要

并发症为呼吸困难、局部麻醉药物中毒、血压异常，三

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4。

3 讨 论

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是临床在进行上肢手术时常

用的一种麻醉方法，多在肌间沟进行穿刺麻醉，阻滞

效果理想，且患者损伤小。目前临床进行臂丛神经阻

滞多依赖体表解剖标志，客观性较差，常需进行反复

多次穿刺，极易引起臂丛神经阻滞不全，增加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应用神经刺激仪虽能够有效提高臂丛

神经阻滞的成功率，但操作费时，易发生阻滞不全，并

发症较多[4-5]。随着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技术

越来越广泛被应用于麻醉中，受到广大医生的青睐，

超声检查技术可清晰显示臂丛神经，在超声引导下进

行臂丛神经阻滞可很好的观察神经结构及周围组织

的情况，通过实时监控的方式进行神经穿刺，与传统

盲探式穿刺比较，具有创伤小、精确度高的优点，可大

幅度提高穿刺成功率及麻醉的成功率，减少麻醉药物

的使用剂量[6]。

罗哌卡因是一种长效酰胺类局麻药物，具有很好

的感觉、运动分离作用，化学结构与布比卡因类似，为

单镜像体，结构具有不对称特性，通过抑制神经细胞

钠离子通道，阻断神经的兴奋及传导，可延长神经阻滞

时间，起效迅速，心脏毒性较低，可收缩外周血管，应用

于老年患者及心功能相对较差患者安全性更高[7-9]。在

传统臂丛神经麻醉过程中，常发生部分区域麻醉效果

不理想情况，超声引导下臂丛神经阻滞可进行靶向性

选取阻滞点，有效保障了穿刺的准确度和麻醉的满意

度[10]。本研究中发现，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呼吸困

难、局部麻醉药物中毒、血压异常，三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罗

哌卡因实施老年患者臂丛神经阻滞，在麻醉过程中患

者循环及呼吸均稳定，麻醉效果理想，因此，罗哌卡因

较适合进行老年患者局麻麻醉。在不同浓度罗哌卡

因的臂丛麻醉研究中发现，浓度 0.25%的罗哌卡因阻

滞感觉神经效果显著，但对运动神经的阻滞效果不理

想，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罗哌卡因浓度可有效提高麻醉

效果，如超过最佳麻醉浓度，不但麻醉效果将降低，局

麻药物中毒、Horner 综合征、神经损伤等不良反应也

相应增多，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因此选择麻醉效

果理想的药物浓度十分重要[11-12]。本研究中C组尺神

经、桡神经、正中神经、肌皮神经完全阻滞率均显著高

于B组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

示随着浓度的增加，麻醉效果增强；A组患者麻醉起效

时间最长，镇痛持续时间、术后麻醉苏醒时间最短，C

组麻醉起效时间最短，镇痛持续时间及术后麻醉苏醒

时间最长，B 组居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提示随着罗哌卡因浓度的增高，麻醉效果发挥增

快，镇痛持续时间越长，但患者越不易苏醒。

综上所述，在超声引导下进行老年患者臂丛神经

阻滞过程中，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适当提高罗哌卡因使

用浓度可提高麻醉效果，持久维持麻醉时间，但术后

恢复时间将会延长，因此建议在使用罗哌卡因进行老

年患者臂丛神经阻滞时，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

适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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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组患者麻醉效果比较(h，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F值

P值

例数

25

27

28

麻醉起效时间

0.81±0.16

0.72±0.21c

0.44±0.19ab

28.246 2

0.000 0

镇痛持续时间

6.11±1.21

7.67±1.01c

8.91±1.07ab

43.112 4

0.000 0

术后麻醉苏醒时间

5.01±2.12

6.99±2.09c

8.78±1.43ab

26.124 2

0.000 0

注：与B组比较，aP<0.05；与A组比较，bP<0.05；与A组比较，cP<0.05。

表4 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25

27

28

呼吸困难

0

1

1

局部麻药中毒

1

1

1

血压异常

1

0

1

发生率(%)

8.0

7.4

10.7

0.015 4

>0.05

··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