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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颈横突旁阻滞与颈浅丛复合臂丛阻滞在锁骨手术中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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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前瞻随机单盲方法比较超声引导下颈横突旁阻滞与颈浅丛复合肌间沟臂丛阻滞在锁骨手术中的神经阻滞效

果和并发症发生率遥 方法院缘远 例拟行锁骨手术患者袁随机分为颈浅臂丛组和颈横突旁组院颈浅臂丛组肌间沟臂丛神经和颈浅丛

各给予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 缘尧苑 皂蕴曰颈横突旁组颈 猿尧颈 源 和颈 缘 横突旁各给予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 员尧圆尧圆 皂蕴遥 比较两组麻醉操作时间尧

起效时间尧维持时间尧镇痛时间尧神经阻滞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率遥 结果院颈横突旁组阻滞起效时间显著短于颈浅臂丛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神经阻滞效果也显著优于颈浅臂丛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并发症比较无显著差异遥 结论院在锁骨手术中袁超声引导下使用小剂量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行 悦猿尧悦源 和 悦缘 横突旁阻滞袁神经阻滞效果及起效时间明显优于超声引导下颈浅丛复合肌间沟臂丛阻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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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技术可以清晰分辨颈横突尧椎动脉尧颈神
经根袁推动了颈横突旁阻滞的发展

遥 本研究拟比

咱员原圆暂

较超声引导下颈横突旁阻滞与颈浅丛复合肌间沟

臂丛阻滞在锁骨手术中的麻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
率袁为临床麻醉提供更多选择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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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袁飞利浦公司袁荷兰冤遥 神经阻滞仪器使用便携式超

声 贼怎则遭燥渊杂燥灶燥泽蚤贼藻 公司袁美国冤袁线性探头渊愿耀员猿 酝匀扎冤袁

穿刺针渊杂贼蚤皂怎责造藻曾 粤 缘 糟皂袁月援 月则葬怎灶袁德国冤袁采用平

面内技术遥 患者去枕平卧袁麻醉侧半身垫高袁面偏向

对侧袁根据解剖特征袁超声首先定位颈 苑渊悦苑冤横突咱猿暂袁

再向头端移动超声探头依次定位其余颈横突遥 颈浅
臂丛组患者超声定位 悦远 横突袁向外侧平移寻找前中

斜角肌肌间沟臂丛神经袁于臂丛神经周围注入 园援缘豫

罗哌卡因渊批号 蕴郧 员怨苑源袁阿斯利康公司袁英国冤缘 皂蕴

会批准袁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袁选择 缘远 例拟行择期

渊图 员冤袁 随后在胸锁乳突肌和前中斜角肌之间肌间

渊粤杂粤冤分级玉耀域级袁年龄 圆园耀远缘 岁袁体重 源远耀苑愿 噪早袁

旁组超声定位 悦缘尧悦源尧悦猿 横突袁穿刺针尖触及前结节

超声可以连续观察到手术侧膈肌的运动遥 排除标准院

皂蕴尧悦源 横突 圆 皂蕴尧悦猿 横突 员 皂蕴渊图 圆冤遥 给药后 员尧圆尧

锁骨手术患者袁男 猿愿 例尧女 员愿 例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身高 员缘缘耀员愿圆 糟皂袁入组标准院年龄 圆园耀远缘 岁袁麻醉前
语言及听力障碍尧凝血功能异常尧神经精神疾病尧呼吸
系统疾病尧膈肌麻痹和酰胺类局麻药过敏史遥
员援圆

方法
使用计算机产生的区组随机表将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院颈浅臂丛组和颈横突旁组遥 超声引导下神

隙注入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 苑 皂蕴 行颈浅丛阻滞遥 颈横突

后在相应神经根周围注入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袁悦缘 横突 圆
猿尧源尧远尧愿尧员园尧员缘尧圆园尧圆缘尧猿园 皂蚤灶 测 试 患 者 手 术 区 域

的皮肤针刺痛觉袁 手术后每 员 澡 测手术区域周围的
皮肤痛觉遥 可以手术标准院阻滞后 猿园 皂蚤灶 内手术区

域的皮肤皆无针刺痛觉遥

神经阻滞效果院淤优秀为手术时皮肤尧肌肉尧锁骨

经阻滞由同 员 名麻醉医师完成袁研究项目评估和术

无痛袁患者安静袁顺利完成手术曰于良好为手术分离肌

者神经阻滞的方法袁对其实施盲法遥

太尼和丙泊酚镇痛镇静可以顺利完成手术曰盂差为手

中麻醉监测处理由另 员 名麻醉医师完成袁其不知患
患者入手术室后开通静脉袁常规监测渊酝孕缘园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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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肉尧锁骨时患者感轻度疼痛不适袁静脉给予少量舒芬
术分离肌肉尧锁骨时患者无法忍受疼痛不适袁静脉给
予少量舒芬太尼和丙泊酚镇痛镇静无改善袁改全身麻
醉遥 记录神经阻滞操作时间渊栽员袁穿刺针进针至拔针时

间冤袁神经阻滞起效达有效要求时间渊栽圆冤袁麻醉维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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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渊栽猿冤袁镇痛时间渊栽源冤遥同时记录血管损伤尧声音嘶哑尧

级皆无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员愿冤遥 颈横突旁组阻滞起效

渊杂孕韵圆冤低于 怨园豫和呼吸困难发生例数遥

果也显著优于颈浅臂丛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尧圆冤遥 颈浅

匀燥则灶藻则 综合征尧膈肌麻痹尧无吸氧时脉搏血氧饱和度
神经阻滞前和神经阻滞后 源园 皂蚤灶 在患者正常

呼吸和深呼吸时使用便携式超声 贼怎则遭燥 渊杂燥灶燥泽蚤贼藻 公
司袁美国冤袁腹部探头渊圆耀缘 酝匀扎冤于神经阻滞侧肋下
通过肝透声窗或脾透声窗观察膈肌运动袁以 酝 超测

量麻醉侧膈肌运动幅度遥 膈肌运动功能评价院淤膈
肌运动幅度比阻滞前下降臆圆缘豫为正常曰于圆缘豫约膈
肌运动幅度比阻滞前下降臆缘园豫袁为膈肌轻度麻痹曰

盂缘园豫约膈肌运动幅度比阻滞前下降臆苑缘豫袁为膈肌
中度麻痹曰榆膈肌运动幅度比阻滞前下降跃苑缘豫为膈
肌重度麻痹遥

时间显著短于颈浅臂丛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神经阻滞效
臂丛组中 圆 例患者阻滞效果差袁 无法满足手术要
求袁改全身麻醉袁在统计比较 栽员 尧栽圆 尧栽猿 和 栽源 将其剔

除出组袁评估其他项目不影响袁未排除出组渊表 员冤遥
圆援圆

两组患者麻醉并发症比较

两组膈肌麻痹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无显著差异

渊表 圆冤袁其他并发症比较也未见显著差异遥
表员

组别
栽猿渊澡冤
例数 栽员渊皂蚤灶冤 栽圆渊皂蚤灶冤
栽源渊澡冤
颈浅臂丛组 圆远 源援圆 依 员援园 愿援缘 依 缘援缘 缘援园 依 员援圆 愿援远 依 圆援猿
颈横突旁组 圆愿 源援园 依 园援愿 猿援怨 依 猿援圆 缘援员 依 员援猿 愿援怨 依 圆援猿
孕值
园援远猿员
园援源圆愿
园援猿怨缘
约园援园园员
表圆

悦粤院颈动脉曰杂悦晕院胸锁乳突肌曰粤杂酝院前斜角肌曰酝杂酝院中斜角

两组患者麻醉和镇痛时间比较 渊x 依 s冤

两组患者神经阻滞效果和膈肌运动比较 渊灶冤

组别

例数

颈浅臂丛组
颈横突旁组
孕值

圆愿
圆愿

猿

讨

神经阻滞效果

膈肌麻痹程度

优秀 良好 差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员远 圆 园愿
园远
员员
猿
员园
员圆
员
圆圆
园远 园 员园
园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怨怨

论

肌曰晕耘耘阅蕴耘院针道曰悦孕院颈浅丛曰月孕院臂丛神经曰蕴粤院局部麻醉药遥

图员

肌间沟臂丛阻滞

颈神经的前根和后根在穿出椎间孔时汇合成

颈脊神经袁悦猿 至 悦远 脊神经根出椎间孔后再穿相应的

颈横突前后结节而出袁在前后结节间行横突旁阻滞
可以阻滞相应的脊神经根遥 悦员 至 悦源 神经根的前支

形成颈丛袁 于胸锁乳突肌后方发出颈浅丛和颈深
丛遥 颈浅丛的分支走行于胸锁乳突肌下方的椎前筋
膜和前中斜角肌之间袁分布于锁骨手术部位的皮肤
和浅层结构袁颈深丛的分支分布于颈前部的深层结
悦缘 栽孕院 颈 缘 横突曰粤栽院悦缘 前结节曰孕栽院悦缘 后结节曰晕砸院悦缘 神经根曰

晕耘耘阅蕴耘院针道曰蕴粤院局部麻醉药遥

图圆

员援猿

悦缘 横突旁阻滞

统计学方法

构遥 此外袁锁骨近肩峰部位可由臂丛神经 悦缘 前支参
与支配袁所以传统锁骨手术麻醉方法为颈浅丛复合
肌间沟臂丛阻滞遥

超声引导下 悦猿尧悦源尧悦缘 横突旁阻滞可以有效阻

数据用 杂孕杂杂 员苑援园 软件包处理袁 计量资料组间

滞相应神经根袁在完善阻滞颈浅丛的同时袁也阻滞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 字 检验袁当 灶逸源园 时袁四格

显著优于颈浅臂丛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员冤袁尤其是对于锁骨手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遥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遥
圆

表最小理论数 栽逸缘 使用普通的 字 检验袁员臆栽约缘 用
圆

了颈深丛袁所以本研究中颈横突旁组神经阻滞效果
术深部组织渊肌肉和锁骨冤的阻滞效果完善遥 在一项

校正的 字 检验袁栽约员 用确切概率法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

前期研究中袁 本文研究者测试了超声引导下 悦源 和 悦缘

圆

渊缘园豫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葬灶葬藻泽贼澡藻贼蚤糟 增燥造怎皂藻袁耘粤灾缘园冤和怨缘豫患者

圆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援员

结

果

两组患者麻醉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比较年龄尧体重尧身高尧性别和 粤杂粤 分

横突旁阻滞中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的 缘园豫患者有效容量

有效容量 渊怨缘豫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葬灶葬藻泽贼澡藻贼蚤糟 增燥造怎皂藻袁耘粤灾怨缘冤袁

结果表明给予极小容量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就可阻滞相
应的颈神经根袁满足锁骨手术的麻醉需要袁但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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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圆 正常袁无特殊处理遥 在后继研究中袁选择合并呼

阻滞不完善袁所以本研究中颈横突旁组也阻滞了 悦猿

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袁 在不影响麻醉效能的前提下袁

神经根遥 此外袁本研究改进了颈横突旁阻滞的给药方

使用低浓度尧低容量的罗哌卡因阻滞袁进一步比较

法袁变针尖抵横突前结节后神经根上方给药为神经根

以上两种麻醉方法对膈肌的影响袁探寻对膈神经影

周围给药袁 进一步节省了局麻药袁 仅使用总量 缘 皂蕴

园援缘豫罗哌卡因就可满足锁骨手术麻醉需要袁虽然局麻

药剂量明显少于颈浅臂丛组袁但阻滞起效时间和阻滞

效果却显著优于颈浅臂丛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膈神经主要源于 悦猿尧悦源尧悦缘 神经根前支袁所以行

响最小的颈丛尧臂丛阻滞方法袁为此类患者麻醉选
择提供临床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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