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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椎管内阻滞习惯于通过体表标志进行穿刺定位，然而超声是辅助定

位重要且简单有效的方法。本文我们将会讨论： 

 
1. 我们为什么要将超声运用于椎管内麻醉？ 

2. 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麻醉会看到怎样的图像？ 

3. 如何应用超声进行椎管内麻醉？ 

4. 对于特殊的病人群体超声有哪些帮助。 

 

 

 

为什么运用超声进行椎管内麻醉？ 

问题： 

请在阅读本文前试着回答如下几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在文后可以找到，并且有相关的解释。请回答对或错。 

1、 关于脊柱的解剖和超声的应用： 

a． 通过体格检查识别腰椎间隙的精确度仅占 29%。 

b． 超声能够准确预估硬膜外腔的深度，准确率达 60%。 

c． 不足 5%的患者 MRI报告显示脊髓圆锥超过了 L1/2椎间隙。 

d． 超声方便精准定位，能够减少神经阻滞试穿次数。 

e． Tuffier线位于脊柱 L4水平。 

2、 关于脊柱超声技术： 

a． 低频曲阵探头可以获得较好的脊柱超声图像，因其能够识别深部结构。 

b． 规定：头侧结构应当位于超声图像的右侧。 

c． 脊柱金属物植入被认为是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麻醉的禁忌症。 

d． 超声波不能穿透骨质。 

e． 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麻醉比非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麻醉的副作用更少。 

3、 关于脊柱椎管扫描图像： 

a． 可见锯齿征。 

b． 可见葡萄串征。 

c． 可见前复合体。 

d． 可见飞鱼征。 

e． 可见等号征（码头征）。 

 

a. A sawtooth pattern will be visible 
b. A bunch of grapes will be visible 

c. The anterior complex will be visible 

d. Flying fish can be seen 
e. an equals sign can be seen 

1.  
 

a.  
b.  
c.  
d.  
e.  
 

 
 

2017 年 3 月 21 日 

重点 
 

 超声能够提高椎间隙判断的准确性。 

 

 低频曲阵探头适用于脊柱扫描。 

 熟悉重要的超声图像非常有必要。 

 掌握超声引导下扫描及进针很重要，但这

项技术很难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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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是一项便携又安全的技术，在辅助麻醉操作的过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超声已经被应用到一系列侵入性操作的

过程中（例如，动脉穿刺和外周神经阻滞），其主要优势在于：增加穿刺成功率并且减少并发症发生率。随着对超声运用

及了解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将超声运用到其他仍靠体表定位穿刺的操作中去，发挥其更大的效能。 

椎管内阻滞通常通过体表定位进行操作。目前的定位方法是：找到 Tuffier’s线（髂嵴最高点的连线，理论上与 L4 相

交），通过触诊棘突进行穿刺定位。然而，Tuffier’s线并非对于每个人都是可靠的脊柱节段解剖标志。一项研究显示：即

使非常有经验的麻醉医师，椎间隙的准确定位率仅 29%，51%的情况下比他们认为的更偏向头侧。通过超声辅助，预估的

误差不会超过一个节段，然而单纯通过触诊定位的误差可能多达 4 个节段。超声引导下测定椎间隙水平与 MRI 结果相比准

确率达 76%。此外，以前的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人脊髓圆锥超过了 L1 水平：MRI 检测时达 19%，解剖探查时达

28%~58%。所以，如果脊髓圆锥延伸超过 L1 水平，而麻醉医师体表定位位置较高，很有可能引起脊髓圆锥的损伤。 

大多数患者在接受蛛网膜下腔或者硬膜外麻醉时很容易通过解剖标志进行定位，因此麻醉过程中意外损伤的风险很

低。然而，一些患者的解剖定位触诊时很难确定，或者存在解剖结构的异常，例如脊柱侧凸，可能为椎管内麻醉带来更多

的挑战。阻滞操作更难进行并且并发症的发生几率增加。利用超声可以给操作者一个清晰的进针位点并且导向进针角度、

进针方向和进针深度，进而减少穿刺的困难程度。超声预先扫描能减少硬膜外穿刺的定位次数。一项最近的 meta 分析总结

得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椎管内麻醉前超声扫描能够减少损伤的发生率，尽管其对并发症的实际降低率仍需要大样本的研

究。 

 

椎管内麻醉时通过超声能看到什么图像？ 

超声能够帮助识别病人潜在的解剖结构，特别是那些解剖学异常不能通过体表位置进行满意定位的患者。 

超声上能够识别的重要的结构是： 

1、 骨：超声波不能穿过骨质，因此超声图像上骨质呈现高亮影且后方无回声。 

2、 韧带：超声图像上也是高亮影，但是不能完全阻挡超声波的传递，因此深部的结构呈现低回声影。 

3、 硬脊膜：某些患者的硬脊膜能显影，但并不是所有患者的硬脊膜都能在超声图像上观察到。脊髓和脑脊液不能很

好的反射超声波，因此可以通过其在图像上的缺失(无回声)来判断其位置。 

4、 软组织和肌肉：这些结构也能够从脊柱的背部辨别。 

 

如何运用超声进行椎管内麻醉操作： 

那些被认为解剖结构正常的人在麻醉前也值得用超声扫描评估脊柱结构，能够增加其在穿刺过程中的舒适度。 

 能够帮助确定患者准确的脊柱中线水平和椎间隙节段，使首次穿刺位点的选择更加精准。 

 能够估算硬膜外或蛛网膜下的进针深度，以便于在穿刺前确定穿刺针的型号和长度。 

 指导平面内和平面外进针的角度，以便通过最短的穿刺路径实现阻滞效果。 

有时候目标位置较深，尤其是肥胖的病人，低频凸阵探头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其优点是凸阵探头视角很宽

，帮助识别临近椎骨的结构。手位于探头下方托举探头，在其基础上将探头抵着患者的背部轻轻移动探头，这样能轻

松改变探头的角度，减少手臂疲劳。 

预扫描的目的是了解阻滞位置的间隙。手持探头，使其长轴位于矢状面与脊柱长轴平行——旁正中长轴扫描（图 

1）。探头置于髂嵴连线水平，在脊柱正中线外侧旁开几公分。通常，探头标记点向上，使得脊柱的上方位于超声图

像的左侧。轻轻滑动探头，超声不能通过骨质，因此图像上横突影的下方会形成声影（蓝色箭头），形成“三叉戟”图

像；三个阴影由三个相邻的横突投影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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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线旁开 4 厘米行旁正中长轴扫描，探头位于髂嵴水平。超声图像上可见一新月样高回声，后方的低回声区为横突的声影。腰大肌

位于横突与横突之间的深部。（红色垂直线代表脊柱的中线） 

 

随着探头进一步向中线滑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锯齿形”的图案（图 2）。当超声探头到达椎体的关节突时，会产

生这一图像。在这一切面下，超声图像上会显示连续的骨性结构。 

 

 
图 2：旁正中长轴扫描，位置比图 1更靠近中线。超声图像上可见一连续的骨性结构，后方完全无回声，其位置比之前横

突的位置更表浅。（红色垂直线代表脊柱的中线） 

 

 
此时，如果超声探头向中线内侧成角，超声波束将会离开关节突并落到椎板上，形成一个如虚线样的骨影。这就是

旁正中长轴斜扫描图像（图 3）。 

两相邻声影的深部（绿色箭头），可见另一个水平高回声线。其为超声波束通过椎体间隙，穿过黄韧带、硬脊膜、

脊髓，投射到椎体后部形成的回声。这种反射回声称为前复合体。其应当被注意，但是前复合体并非麻醉时穿刺针的目标

位点；但是这种现象表明超声光束能够穿透背侧硬脊膜，并且扫描到更深部的骨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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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旁正中长轴斜扫描。探头向中线成角，可见相邻椎板间的空隙。图像显示了探头放置部位旁正中斜扫描下的脊髓或

硬膜图像。 

 

为了识别准确的椎间隙水平，我们需要找到骶骨。保持探头位于相同的角度，轻轻向尾部滑动，虚线征最终被一个

高亮不间断的高回声亮线所取代（图 4）。这就是骶骨，在椎体和骶骨之间的间隙就是 L5—S1 椎间隙。现在向头端滑动探

头（保持与之前相同的角度），每一个椎体和椎间隙水平都能被清楚的计数，需要穿刺的间隙可以被识别并标示。另外，

探头滑动的旁正中线也可以进行标记，因为这是椎管内阻滞的旁正中路径。 

 

 
图 4：骶骨和 L5 椎板的旁正中斜扫描超声图像 

然后探头旋转 90度，保持探头中点位于选择的椎间隙水平；这属于横轴位扫描，并且在这种扫描位置能更好的识别

中线和间隙的深度。这种扫描方式提供了一个选择性的脊柱横断面扫描。微微向上或向下滑动探头，在棘突之间稍微倾斜

探头角度，头端或尾端将会显示一个典型的“蝙蝠征”超声图像（图 5和 6）。 

椎间韧带为中线上高回声结构，后方伴低回声影。在低回声影深面可见前复合体高回声水平线。在这个位置保持探

头位于之前的角度，超声光束能够穿过韧带和脊髓的其他结构反射回探头，因此穿刺针沿着相同的路径能够到达硬脊膜间

隙或者硬膜囊。这样看来，穿刺针的进针深度也同样能进行估算。如果在关节突水平或横突水平之间划一条虚拟的线，这

大概就是黄韧带的位置，并且应用超声仪器上的标尺能够测量其空间的深度。有时，黄韧带和背侧硬脊膜显像为高回声亮

线，沿着前复合体高回声亮线，产生“=”征。“=”征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大约为椎管的直径。 

如果将超声探头直接置于棘突水平（图 7），椎板和棘突将会产生一些无意义的无回声声影，仅能表明中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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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棘突间正中短轴扫描图像 

 
 

 
图 6：棘突间正中短轴扫描显示可见的结构和测量示意图。硬膜腔深度（可以从超声屏幕的右侧读出）大概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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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正中短轴扫描，探头位于棘突正上方的超声图像。. 

 
超声扫描有助于准确定位椎间隙水平并进行标记，然后中线和间隙大概的深度被标记并测量，然后可以找到穿刺针

的进针点和最佳的进针角度。 

多伦多大学制作了一个三维互动工具来帮助学习超声扫描图像，链接是

http://pie.med.utoronto.ca/VSpine/VSpine_content/VSpine_ultraSoundGuided_lumbar.html. 

 
简化技术 

由于上述脊柱超声技术的学习曲线明显，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一项简化的椎管内穿刺技术——棘突旁入路。这种方法

相对容易操作，特别是对于超声图像上仅能识别中线的困难患者或者肥胖患者。横轴扫描识别好中线之后，标记好棘突，

穿刺位置在棘突上缘旁开 1厘米。这一入路类似小角度的旁正中穿刺技术。针尖抵达骨质后再调整针的角度进入椎管内。 

 

实时超声引导下的椎管内麻醉 

实时超声引导技术更加困难并且需要更加有超声经验的医师进行操作。实时引导技术能够确保穿刺针一直位于准确

的穿刺路径上，但是技术难度更高，特别是硬膜外麻醉这种需要双手进行的操作。需要第二个人手持超声探头进行扫描，

这就增加了技术的复杂性并意味着进针者丧失了定位的主动性。采用自动检测负压的注射器进行阻力消失试验可能成为潜

在的解决方法。 

 

超声可以应用的特殊的病人群体 
 

病人群体 问题/关注点 超声应用的解决方案 

产妇或肥胖人群 液体潴留或肥胖会使得中线的定位变

得困难，但是图像质量可能会较差，

因为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构位置较深 

深压探头，压缩皮下组织。这种方法能

够减少硬膜外腔的预估深度，也可能改

变穿刺针的预估角度。然而，这种预估

对于穿刺针的选择也有重要意义。超声

通常有助于找到中线，是盲穿法的重要

辅助技术 

背部手术史（椎板切除

术、腰椎融合术或腰椎

钉棒植入术，例如

Harrington Rods） 

理论上你应该清楚手术在哪个部位进

行或者金属制品安装在哪个部位，并

且是否有位置进行椎管内麻醉 

超声能够看到金属钉或者融合的腰椎，

并且判断是否存在能够进行椎管内麻醉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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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脊柱炎 一些间隙可能已经融合，因此在脊柱

的一侧或者中线上并不明显 

如果超声能通过脊椎间隙看到前复合

体，那么穿刺针可以找到硬膜外腔或硬

膜囊 

脊柱侧弯 很多平面都会发生脊柱沿轴线的旋

转，并且由于肌肉肥大，因此通常外

表不易察觉脊柱弯曲的方向 

超声可以用来定位脊柱的中线，并且横

轴扫描时有助于判断穿刺进针角度，其

可能不是完全垂直于皮肤进针 

 

  

 

回答如下问题 

 
1. 关于脊柱的解剖和超声的应用： 

a. 对 

b. 错     76%。 

c. 错     19%。 

d. 对 

e. 错     Tuffier’s线通过脊柱的 L4 水平。超声扫描证实这种体表定位方法通常并不准确。 

 

2.关于脊柱超声技术 

a． 对   深部结构用低频凸阵探头看的更加清楚。此外，凸阵探头能够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因此在一个视角下能

够看到几个椎体节段。 

b． 错   通常，探头标记点朝向头侧，以便头向结构位于左侧 

c． 错   金属钉的存在并非椎管内麻醉的禁忌症，但是其应该在超声引导下进行。 

d． 错   超声波束能够部分透过韧带，但不能透过金属钉。 

e． 对   目前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并发症（由于学习超声的困难性），但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超声引导下椎管内

麻醉能够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并且减少硬膜外穿刺的重复定位。 

3. 关于脊柱扫描中的超声图像： 

a． 对    旁正中长轴扫描时看见“锯齿征”（图 2）。 

b． 错    锁骨上扫描可见“葡萄串征”。 

c． 对   超声从椎间隙通过黄韧带、硬脊膜、脊髓投射到后部椎体产生的高回声称为前复合体。 

d． 错   在图 5和 6中可以见到典型的“蝙蝠征”。 

e． 对  偶尔，黄韧带和硬脊膜显示为高回声亮线，沿着前复合体高回声亮线，产生“=”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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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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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ly very challe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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