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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罗哌卡因用于颈丛阻滞的临床观察

金　钟,赵佑君,唐雅莉

[ 摘要] 目的:观察低浓度( 0.25%)罗哌卡因用于颈丛阻滞的临床效果。方法:择期行甲状腺腺瘤切除术 40例 ,随机分为 R组

20 例颈丛阻滞注入罗哌卡因, L组 20 例注入 1%利多卡因+0.19%布比卡因。观察临床效果 、并发症及其恢复时间, 对心血

管系统的影响。结果:两组麻醉起效时间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并发症声音嘶哑的恢复时间 R 组快于 L 组 ( P <0.05) 。

结论:0.25%罗哌卡因用于颈丛阻滞在临床效应和安全方面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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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low concentration of ropivacaine in cervical plexus nerv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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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 f low concentration of ropivacaine( 0.25%) on cervical plexus block.Methods:

Forty pa tients undergoing thy roid adenoma removal w 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 o groups:g roup R( n=20) w ere injected 0.25%

ropivacaine in cervical plexus;g roup L ( n =20) w ere injected 1% lidocaine and 0.19% bupivacaine in cervical plexus.The clinical

effects, complications, recovery time and influence on cardiovascular sy stem were observed.Results:There w 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nset time between the two g roups( P>0.05) .The recovery from, hoarseness was quicker in g roup R than in group L( P <0.

05) .Conclusions:It is preferable to use 0.25% ropivacaine in cervical plexus block in regard to clinical effects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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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哌卡因是一种新型的长效酰胺类 、左旋异构

体局麻药,具有作用时间长 、中枢神经毒性和心脏毒

性低 、低浓度时感觉运动分离的显著优点
[ 1]
。本文

观察了 0.25%罗哌卡因用于颈丛阻滞的临床效果 、

并发症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及治疗用药情况 。现

将观察结果作一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2 年 9月 ～ 2003年 2月, 我院

择期行甲状腺腺瘤切除术 40 例, ASA Ⅰ ～ Ⅱ级 。

男 12 例, 女 28 例;年龄 28 ～ 60 岁。体重 43 ～

75 kg,均无高血压 、心 、肺 、肝 、肾及内分泌疾病史 。

随机分成罗哌卡因组( R组)和利多卡因组( L 组)各

20例。

1.2 　麻醉与监测　术前阿托品 0.5 mg 、地西泮

10 mg肌肉注射, 颈丛穿刺采用一针法 ( C4) 。 R组

于甲状腺瘤患侧深丛注入 0.25%罗哌卡因 (瑞典

Astrazeneca公司提供, 批号 DI 789) 6 ～ 8 ml, 浅丛注

入 10 ml。5 min 后无呼吸困难, 对侧浅丛注入

0.25%罗派卡因 10 m l。L 组麻醉方法同 R 组, 局

麻药用 1%利多卡因 +0.19%布比卡因, 用量同

R组。用 Datex 多功能监测仪常规监测心电图 、脉

搏血氧饱和度, 麻醉前 、麻醉给药时 、给药后每隔

5 min测 1次无创动脉血压 、心率并记录。心率超过

100次/分为心动过速, 超过 130次/分使用 β 受体

阻滞剂, 收缩压超过 150 mmHg 为高血压, 超过

170 mmHg使用降压药。用针尖测定皮肤痛觉改变

为麻醉起效时间并记录该时间。麻醉效果分,优:切

皮无反应,术中无明显牵拉反应,顺利完成手术;良:

切皮无反应,术中牵拉反应明显,术者在处理甲状腺

上动脉时加用浸润麻醉,能完成手术;差:切皮时痛,

需改其他麻醉方法完成手术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和χ2 检验 。

2　结果

　　两组麻醉起效时间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

术中镇痛效果 R组优 15 例, 良 5例;L 组优 13例,

良 7例;两种局麻药对麻醉和手术进程的影响无明

显不同 。发生声音嘶哑 R组 2例, L 组 3例,声音嘶

哑的恢复时间 R组快于 L 组( P<0.05) (见表 1) 。

颈丛阻滞后心率 、血压均较麻醉前明显增高,两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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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血压 、心动过速及治疗用药情况见表 2 。麻醉

后常规给予吸氧, SPO2 维持在 98%～ 100%。无呼

吸抑制和毒性反应。

表 1　麻醉起效时间和并发症恢复时间比较( n i=20;x±s)

分组 麻醉起效时间( min) 声音嘶哑恢复时间( min)

R组 5.35±1.09 27.5±3.53

L 组 4.95±1.15 45.0±5.00

t 1.13 4.20

P >0.05 <0.05

表 2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及治疗用药情况比较( n )

分组 n 心动过速 用 β受体阻滞剂 高血压 用降压药

R组 20 7 3 10 4

L 组 20 8 5 12 6

合计 40 15 8 22 10

χ2 — 0.11 0.16 0.40 0.53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行颈丛神经深丛阻滞时, 有可能将膈神经或

喉返神经阻滞;膈神经是混合神经,当运动神经被阻

滞后可影响膈肌的运动。如双侧膈神经都被阻滞时

可引起严重的呼吸困难 。为防止呼吸困难的发生,

一般只行一侧颈丛深丛阻滞, 另一侧仅行浅丛阻滞 。

运动神经的阻滞与局麻药物浓度有关。适当降低药

物浓度,行双侧颈深丛阻滞的麻醉效果可能更为完

善。有报道指出
[ 2]

, 低浓度的罗哌卡因 ( 25 ～ 50

mmol/L)可阻滞带鞘的迷走神经和膈神经的 Aδ和

C纤维, 罗哌卡因的脂溶性为 2.9, 属于低脂溶性 。

脂溶性低意味着穿透鞘膜较慢, 所以低浓度

( 0.25%)罗哌卡因具有明显的感觉 、运动神经阻滞

分离现象,而 0.5%罗哌卡因即可产生运动神经阻

滞 。故低浓度的罗哌卡因,对临床上仅需无痛而对

运动神经阻滞的作用愈小愈好的要求, 具有很大的

优势 。本组用0.25%罗哌卡因作一针法颈丛阻

滞,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 麻醉优良率达 100%,

有 2例发生声音嘶哑, 但恢复时间较快,这可能与低

浓度的罗哌卡因产生的运动阻滞强度较低 、且恢复

较快有关。

颈丛阻滞后常可发生心率增快 、血压升高, 这种

循环反应就被认为是颈动脉窦及迷走神经部分或完

全被阻滞 、交感神经活性增高所致[ 3] 。这种循环反

应对患者非常不利,特别是高血压 、冠心病患者更为

危险。低浓度的罗哌卡因对迷走神经中内脏运动纤

维的阻滞强度较低且维持时间较短, 而迷走神经又

是颈动脉窦减压反射的传出神经 。故颈丛阻滞后发

生的心动过速和高血压所恢复的时间较短。再则,

颈部的血运丰富而罗哌卡因有外周血管收缩作用且

对心脏毒性较低 。这对减少局麻药的吸收 、防止毒

性反应极为有利。

本组观察表明, 0.25%罗哌卡因用于颈丛阻滞

可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无毒性反应,并发症的程度

轻且恢复时间较快 。在临床效应和安全方面是一种

较理想的局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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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反转综合征的细胞遗传学研究(正文见 289页)

图 1　46, XY男性性反转综合征患者的核型( A为镜下图, B为排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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