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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局部浸润麻醉在老年患者腹股沟疝修补术中的应用
彭泉

王雷 于华杰

【摘要】 目的

郑玉

孔令环

研究局部浸润麻醉在老年腹股沟疝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解放军第 105 医院在局部浸润麻醉下行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 55 例老年男性患
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手术，手术时间 55～95 min，术中血氧饱和度均正常，32 例

患者术中出现血压上升，18 例患者出现心率增快。术中出现疼痛共 11 例。术后 2、12、24 h 的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均在 3 分以下。术后患者正常进食，下床排便，无尿
潴留现象。2 例患者出现血清肿，予以抽吸后好转，无切口感染。结论

老年腹股沟患者行开放无

张力修补术，应用局部浸润麻醉，操作简单，麻醉并发症少，患者术后恢复快，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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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ocal infiltrative anesthesia in inguinal

hernia oper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55 elderly mal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ension-free hernioplasty under local infiltrative anesthesia in No.105 Hospital of PLA from
October 2016 to July 2017 were analyzed.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the operation successfully.

The operation time was 55 to 95 minutes, and the oxygen saturation was normal during operation.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was observed in 32 cases and rapid heart rate in 18 cases. Intraoperative pain occurred in 11
patients. The pain scores (VAS) were≤3 at 2 hours, 12 hours, and 24 hours after surgery. All the patients
were able to eat and defecate well, no retention of urine. 2 patients were suffered from seroma and cured by
puncture, and there were no incision infection. 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guinal hernia,

operation under local infiltrative anesthesia is a relatively simple procedure with lower risk of
complication, quicker recovery and a high degre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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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股沟疝是普外科的常见疾病，老年人因腹壁
肌肉薄弱成为该疾病的高发人群，手术目前仍是治
疗该疾病的唯一有效办法[1]。由于老年患者多合并
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需要长期使用一些
抗凝药物等原因，麻醉的风险较大，术中及术后容
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常是全身麻醉、蛛网膜下腔麻
醉及硬膜外麻醉的相对禁忌证。自1900年Harvey
Cushing报道的在腹股沟疝修补手术中使用局部麻
醉技术以来，越来越多的疝外科医生在开放的疝修
补术中将局部麻醉作为首选的麻醉的方式[2-5]。本研
究将既往疝修补术中的局麻操作经验进行总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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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应用到老年腹股沟疝患者的修补术中，取得
满意疗效。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7 月，解放军第 105 医院在局部浸润麻醉下行腹
股沟疝无张力修补 55 例老年男性患者的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均为男性单侧疝患者，年龄 65～91 岁，
合并高血压 31 例，冠心病 22 例，糖尿病 17 例，
慢性支气管炎 13 例，脑卒中后遗症 5 例，前列腺
增生 33 例，29 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便秘症状，美
国麻醉医师协会（ASA）手术风险分级Ⅳ级 1 例，
其余均在Ⅱ～Ⅲ级。
2. 术前、术后处理：常规术前检查、检验，排
除手术禁忌。如有口服抗凝药物致凝血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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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前 24 h 停止服用，术后 24 h 恢复用药；长
期便秘者入院后开始口服缓泻剂，手术当日术区皮
肤准备，正常半流质饮食，嘱患者接入手术室前解
小便 1 次。入手术室后，常规接心电监护，建立静
脉通道，手术开始前 30 min 肌肉注射帕瑞昔布钠
40 mg。术后阴囊垫高，术区加压，嘱患者正常进
食，鼓励患者下床排便。术后 2 h 或 2 h 内患者有
疼痛感时口服双氯芬酸钠 75 mg，术后 12 h 再次口
服 75 mg。
3. 手术方法：将 2%利多卡因 15 ml，1%盐酸
罗哌卡因 10 ml，加生理盐水稀释至 80 ml，另按 1∶
200 000 U 加入肾上腺素配制成局麻药液。采用局
部浸润的方法进行术区麻醉，取经典腹股沟疝斜切
口，长 4～6 cm，于内环口投影处皮肤进针，做一
直径约 2 cm 的圆形逐层浸润麻醉，量约 10 ml（图
1）；然后沿切口向外环方向做皮内及皮下逐层麻
醉，量约 15 ml。逐层打开 Camper 筋膜、Scarpa 筋
膜以及无名筋膜，看见腹外斜肌腱膜后，将针头
置于腱膜及精索之间，向四周快速注入局麻药液
约 20 ml，轻轻按摩 10 s 后打开腹外腱膜，于精索
内、外侧缘分别注射局麻药液约 2 ml，于耻骨结节
无血管区处向内侧游离精索，并于耻骨结节及精索
内环出口处分别注射局麻药液 2 ml。精索游离充分
后，探查疝囊，如为斜疝，则于疝囊与精索黏连处
注射局麻药约 5 ml，如为直疝，则环疝囊颈部注射
局麻药物约 5 ml，剩余局麻药视术中情况追加。将
疝囊还纳后，按 Lichtenstein 术式放置补片[6]，逐层
关闭切口，缝合皮肤前于皮下注射局麻药约 5 ml。

二、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手术，未出现更改麻醉方式情
况，手术时间 55～95 min，术中血氧饱和度均正常，
32 例患者术中出现血压上升（较基础值升高 20 mmHg，
1 mmHg = 0.133 kPa）
，18 例患者出现心率增快（较
基础值升高 20 次）
，但均无明显不适。所有患者术
中对答清晰，手术配合，术中出现疼痛（因疼痛需
追加局麻药物）11 例。术中 VAS 评分 3～5 分的患
者 3 例，其余均在 3 分以下，术后 2、12、24 h 疼
痛评分（VAS 评分）均在 3 分以下。术后患者根据
需要进食，正常下床排便，无尿潴留现象。2 例患
者出现术区积液，予以抽吸后好转，术后 7～9 d 拆
线，无切口感染情况。
三、讨论
本研究组在既往行局麻下腹股沟疝的手术时
发现，患者主要会在分离皮下，游离精索及游离疝
囊时出现疼痛。解剖学证明支配腹股沟疝手术区域
的神经主要有髂腹下神经，髂腹股沟神经，生殖股
神经。胸 12 及腰 1 的神经纤维参与形成髂腹股沟
及髂腹下神经，髂腹下神经在髂前上棘内侧穿过腹
内斜肌，在腹外斜肌腱膜下向内下走行，于浅环上
方约 2 cm 处穿出腹外斜肌腱膜，髂腹股沟神经在
髂腹下神经约 2 cm 处伴行，穿出腹内斜肌后，在
精索上方走行，在浅环处精索的内侧或外侧穿出腹
外斜肌腱膜。腰 1 和腰 2 神经的腹支形成生殖股神
经，在深环处分为生殖支和股支，生殖支穿出腹横
筋膜，在精索和腹股沟韧带反转处走行，在精索内
侧出浅环。这些神经在走行过程中发出肌支支配腹壁
肌肉，发出皮下支支配相应区域的皮肤。此外，肋间
神经发出的前外侧皮支也支配腹外侧壁皮肤[7-9]。
常用的腹股沟手术的麻醉方法有神经阻滞技
术和局部浸润，由于腹股沟区神经阻滞技术要求较
高，常需在超声引导下进行，麻醉操作所需时间较
长，而且神经的走行存在变异，难以完全阻滞[10-12]，
而局部浸润麻醉则较容易掌握，而且操作简单，所
以本研究采用局部浸润的麻醉方法。有学者对腹股
沟疝手术采用不同麻醉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局部

图1

开始麻醉，于内环口投影处皮肤进针，做一直径约 2 cm 的圆形

浸润麻醉的术中 VAS 评分要高于神经阻滞的患者，

逐层浸润麻醉，然后向外环方向做皮内及皮下逐层麻醉

术后 VAS 评分则无差异[13]，因此要想获得较高的

4. 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手术时间，术中血压，
血氧饱和度及心率异常情况，术中患者疼痛次数，
术后 2、12、24 h 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以及术后并发症。

患者满意度，主要在于改善局部浸润麻醉患者的术
中疼痛问题。通过学习解剖发现，上述这些神经在
腹股沟区多是向内下走行，所以我们在开始麻醉
时，首先以内环口体表投影点为中心，做一直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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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 的圆形范围的逐层麻醉，然后做切口下的逐层
浸润，这样基本可以覆盖到上述神经发出的支配术
区的皮下穿支，减少患者在麻醉操作、分离 Camper
筋膜及 Scarpa 筋膜时的疼痛。在切开腹外斜肌腱膜
前，将针头置于腱膜及精索之间，使用 20 ml 的局
麻药液向内环口、外环口方向快速注入，并予以按
摩 10 s 后再打开腱膜，高压药液可以冲开腱膜下的
黏连，不仅有助于建立第 1 间隙，也可以阻滞到腱
膜下的髂腹下神经及髂腹股沟神经（图 2A）。打开

老年患者常合并多种疾病，难以耐受全身麻醉
或硬膜外麻醉，而局麻下的腹股沟疝手术对患者的
全身打击较小、术后的舒适度较高，如能减少患者
术中的疼痛，可作为老年人腹股沟疝手术的首选方
式。通过术前的充分宣教，超前镇痛的实施，术中
对可能出现疼痛的操作进行预先、充分的麻醉，以
及术中和患者的耐心沟通，可以减少患者围手术期
的疼痛，提高患者的配合度，从而获得较好的手术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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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A：在打开腹外斜肌腱膜前，将 20 ml 的局麻药液注射于第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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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白箭头所指为穿出腹外斜肌腱膜的髂腹下神经；2B：打开腹外斜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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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膜后，在局麻药液中分离第一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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