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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脊柱侧凸（scoliosis）在人群中的总体发病率约为 2%，其中

女性比例较高。因此对于从事产科麻醉工作的医生来说，熟悉脊柱侧

凸的意义并知晓如何在安全的基础上优化麻醉管理至关重要
1, 2

。本

文对脊柱侧凸患者可能合并的独特的解剖学及生理学改变做一概述，

分析了合并脊柱侧凸或既往接受过脊柱手术的产妇实施椎管内麻醉的

可行性，并讨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挑战及并发症。此外，本文阐述了

椎管内麻醉的优化方案，包括超声引导技术辅助椎管内麻醉等。 

 

什么是脊柱侧凸? 

脊柱侧凸的定义是“脊柱的侧向弯曲”（如图 1）。

问题： 
在阅读文章之前，尝试回答下列问题。文章末尾附有问题的答案和解析，请回答“正确”或“错误”： 

1. 关于脊柱侧凸： 

a．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最常见的亚型，10-16 岁的青少年中有 1-3%受其影响 

   b．Cobb 角是脊柱侧凸的测量指标 

   c．Cobb 角的测量基于体格检查 

   d．男性比女性更易受其影响 

   e．术前早期评估与检查意义重大 

 
2.脊柱侧凸患者可能存在的生理学和解剖学改变包括： 

a．阻塞性肺疾病 

  b．呼吸道解剖改变 

c．左心室肥厚 

d．肺动脉高压 

e．肺源性心脏病 
 

3.关于合并脊柱侧凸病史患者行椎管内麻醉： 

a．由于发生神经损伤风险高，椎管内麻醉为此类患者禁忌 

b．手术矫正脊柱侧凸会带来额外挑战 

c．与单次腰麻相比，硬膜外麻醉在提供充分阻滞方面效果更佳 

d．一般不选用硬膜外镇痛为这类患者实施分娩镇痛 

e．超声引导技术可起到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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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 
 

据报道，脊柱侧凸的总体发病率约为 2%；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最常见的类型 

 

合并脊柱侧凸病史的患者需进行全面的麻醉前

评估 

 

无论是否进行过矫形，脊柱侧凸患者解剖结构

的改变会给椎管内操作带来困难，并可能造成

麻醉与镇痛效果的不完全 

 

对于合并脊柱侧凸的产妇，椎管内麻醉具有优

势明显；这类产妇通常需借助手术分娩，且经

受全身麻醉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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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iosis”一词源于希腊语，有弯曲之意。脊柱侧凸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疾病进展所致），其中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最常见的亚型，约占所有病例的 70%
1
。AIS 在 10-16 岁的儿童中发病率为

1-3%
1
，主要表现为既往无脊柱畸形病史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阶段出现脊柱的侧向弯曲

1
。继发性脊柱侧凸的形成受很多因素

影响（如表 1）。发病率方面女性高于男性，比例约为 3.6:1
1
。 

 

 

 

 

 

 

 

 

 

表 1. 继发性脊柱侧凸的病因 4
 

 

 

脊柱侧凸通常根据临床表现进行诊断，但其分级需要借助影像学手段。Cobb 角的

大小代表着侧方弯曲的程度，通过一张简单的前后位 X 光片即可测量。Cobb 角的测量需

要识别脊柱弯曲处以上及以下倾斜最为严重的椎体。过脊柱弯曲上方受影响最重的椎体

的上缘和下方受影响最重的椎体下缘各做一平行线，二者相交形成的角即为 Cobb 角（如

图 2）。选择保守治疗或是外科手术，需根据弯曲的程度和进展速度判断
2
，腰椎 Cobb

角大于 40°及胸椎 Cobb 角大于 50°通常符合手术适应症
6
。脊柱融合术是最常用的手

术方式，其可在预防心肺系统并发症，如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室肥厚方面发挥作用。 

 

 

图 1. 脊柱侧凸患者照片 3
 

 

 

 

 

 

 

 

 

 

表 2. 脊柱侧凸引起的心肺系统异常 1 

 

 

无论是否经受过外科矫形，患有严重脊柱侧凸的患者都可能合并显著的肌肉骨

骼系统或心肺系统疾病（如表 2）。其也许是脊柱侧凸发生的原因（如肌营养不良

或脊柱裂引起的继发性脊柱侧凸），或由脊柱侧凸所引起（如颈弯曲受限或限制性

肺功能异常）。这些与该疾病相伴的呼吸道及心肺系统合并症也许会随着妊娠期间

机体解剖及生理学改变而发生进一步恶化
6
。 

 

 

图 2. X光片显示即为 Cobb角 5
 

 

 神经肌肉因素（脑瘫，脊柱裂，脊髓灰质炎） 

 代谢因素（Hunter 综合征） 

 先天性畸形（肌无力） 

 骨质疏松症 

 结核病 

 创伤 

 恶性肿瘤 

 畸形综合征（马凡综合征，成骨不全症，神经纤维瘤病） 
 

系统 异常 

气道 气道解剖改变，喉镜暴露及插管困难 

呼吸系统 限制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缺氧性肺血管收缩 

循环系统 肺心病，右心室肥厚，心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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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侧凸患者的全身麻醉 
对于脊柱侧凸患者，尽早的术前评估对识别骨骼肌肉系统及心肺系统合并症意义重大。评估内容包括详细询问病史，

进行体格检查并参考辅助检查，包括超声心动图及肺功能测试。另外，术前应回顾产妇的脊柱 X 光片，并与产妇讨论麻醉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由于严重脊柱侧凸会带来显著解剖学及生理学改变，全身麻醉下行剖宫产的孕产妇发病率和病死率高于椎管内麻醉
2
。

但在有些情况下，全身麻醉是更适当的，例如：孕产妇自愿，严重母体心肺系统疾病及椎管内麻醉失败
6
。 

 

脊柱侧凸患者的椎管内麻醉 
脊柱侧凸患者可从硬膜外分娩镇痛中获益，因其在需要手术分娩时可提供麻醉选择。合并脊柱侧凸的产妇手术分娩的

风险较高，因头盆不称需行剖腹产或器械助产的概率 2.5 倍于不合并该病者
7
。然而，椎管内操作存在潜在技术难题，同时

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最近一篇文献综述报道了在 103 例合并脊柱侧凸的产妇中所做的 117 次椎管内操作尝试（其中 93 例经历外科矫形，24

例未矫形）
2
，未矫形组和矫形组硬膜外麻醉的成功率分别为 79%和 69%。未矫形组主要失败之处在于发生了片状或不对称

性阻滞，然而矫形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置管困难。总而言之，这项研究显示与不合并脊柱侧凸者相比，为脊柱侧凸患者行

椎管内麻醉时虽然可能行更多次尝试或遇到更多难题，但成功率仍较高
2
。 

脊柱侧凸会使定位后正中线（棘突）和椎管内麻醉穿刺间隙（髂棘）
2
的解剖学标志扭曲。这增加了椎管内操作的困难，

延长穿刺时间，增加尝试次数，同时也增加了穿刺失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在进行任何椎管内操作之前，均应详细询问病史和进行体格检查以了解脊柱侧凸的类型及严重程度。应回顾患者既往

影像学检查，若缺乏正规的检查需予以补充。镇痛和/或麻醉的选择及其相关的风险与获益情况应与患者讨论，向其交代椎

管内麻醉失败的风险增高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包括镇痛不完全，潜在并发症如穿破蛛网膜，高位阻滞和神经损伤的发生率

增高等
8
。 

在未进行矫形的患者中，硬膜外腔的中线指向棘突的相对突侧，因此应于弯曲的凸面进针，此处椎体之间空间较大，

进针更容易
2
。 

目前已提出以脊柱侧凸程度为基础的，协助指导产妇椎管内麻醉的建议（如表 3）。 

 

表 3.合并脊柱侧凸患者的椎管内麻醉指导 9
 

 

既往行脊柱手术患者的椎管内麻醉 

 

既往行脊柱手术，包括脊柱侧凸矫形手术，并不是椎管内麻醉的禁忌症。然而，由

于会带来脊柱解剖结构的改变，脊柱手术会给椎管内麻醉过程带来额外挑战。骨移植物

和螺丝钉会引起瘢痕组织和黏连的形成，通往硬膜外腔的径路可能由此变窄或消失。手

术也会引起硬膜外间隙扭曲变形，妨碍局麻药物的扩散，引起片状或单侧阻滞
2
。脊柱

融合手术使用的金属棒（如图 3.X 光片显示脊柱内固定）影响操作前病人体位的摆放，

减弱了其脊柱弯曲的程度并阻碍了椎间隙的开放
8
。在手术部位以上或以下选择间隙进

行穿刺可使这些挑战和并发症发生的概率最小化，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
2
。必须根

据每位患者的个人情况来评估其是否适合进行椎管内麻醉尝试。 

图 3. X 光片显示脊柱内固定 10
 

脊柱侧凸程度 椎管内麻醉建议 

轻度（Cobb 角 11-25°） 如果麻醉医生对解剖结构有信心，可在良好体位摆放下谨慎穿刺 

 

中度（Cobb 角 25-50°） 
采取以下任一种方法： 

1) 弯曲凸面旁正中入路 

2) 正中入路与弯曲凸面存在角度 

3) 利用超声等影像学技术 

重度（Cobb 角＞50°） 利用超声及透视等影像学技术辅助安全操作，积极调整疼痛管理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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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存在的神经功能缺失 
无论对于已矫形或未矫形的患者，术前已存在的神经功能缺失是椎管内麻醉的相对禁忌症。对合并此类状况的患者实

施椎管内麻醉时，穿刺针或导管的放置以及血管升压药引起的神经缺血可能会造成神经的进一步损伤
8, 11, 12

。如果麻醉医

生决定为患者进行椎管内麻醉，那么与患者交代此类风险是很重要的，同时应准确评估和记录操作前已存在的神经功能缺

失。实施椎管内麻醉之后，应积极评估和记录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并对任何新发神经功能改变迅速做出反应
11
。 

 

分娩镇痛 
 

什么是最佳方法？ 

尽管为合并脊柱侧凸或既往行脊柱手术的产妇行椎管内麻醉是很常见的，但对于选择硬膜外麻醉、腰硬联合麻醉或是

单次蛛网膜下腔麻醉仍存争议，目前尚未见对这些技术进行比较的前瞻性随机试验。腰硬联合麻醉或单次蛛网膜下腔麻醉

与硬膜外麻醉相比具备一定优势
2
。脑脊液流出是比阻力消失更可靠的穿刺成功指征。既往的背部手术会形成很多潜在的

层次，其会带来虚假的阻力消失感。另外，向脑脊液中注入局麻药物，扩散更为可靠。避开扭曲的硬膜外间隙完全消除了

可能引起硬膜外置管失败的因素
2, 8

。在合并脊柱侧凸的患者中，发生硬膜外置管失败或阻滞不完全时，如果时间允许，单

次腰麻甚至蛛网膜下腔置管都是值得考虑的方法。 

 

超声引导下椎管内置管 

在脊柱侧凸和既往行脊柱手术的患者中，穿刺前可利用超声技术辅助辨认硬膜外间隙。其优势包括：可用于辨认脊柱

中线，估计硬膜外腔深度及预判断进针路径
13
。成功与否依赖于操作者的技术和经验，所以在用于存在解剖异常的患者之

前，在脊柱解剖正常的产妇中加以练习是很重要的。有证据表明超声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硬膜外间隙穿刺的成功率，减少

尝试次数并提高患者安全性。 

 

硬膜外穿刺困难 

为合并脊柱侧凸或既往行脊柱手术的患者行硬膜外麻醉时，最常见的问题是存在片状阻滞或单侧阻滞的可能。若发生

此情况，调整患者体位也许比增加局麻药量效果更好
2
。另一种方法是为患者实施腰硬联合麻醉，在考虑片状阻滞是由既

往手术造成的黏连而导致的情况中尤其适用。 

 

硬膜外导管应早期放置，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可能需行剖腹产之前及时调整。 

 

椎管内镇痛替代 

众多药物和非药物选择可用于分娩镇痛，但效果均弱于椎管内镇痛。可使用的药物包括吸入 N2O/O2（50:50）和快速起

效镇痛药如芬太尼或瑞芬太尼（PCA 模式）
14
。也可以使用氯胺酮静脉注射。分娩镇痛的非药物选择包括经皮神经电刺激

（TENS）、针灸、穴位按压、分娩球、水浸泡和催眠。这些方法虽不能完全缓解不适感，但可以帮助产妇更好的应对分娩

痛。 

 

 

 

 

 

 

 

总结 

脊柱侧凸和/或既往接受脊柱手术的患者会给麻醉医生带来显著挑战。术前评估和检查对指导临床决策

及识别心血管系统和/或呼吸系统合并症至关重要。虽然存在挑战，但大部分经受或未经受过矫形手术的脊

柱侧凸患者依然可以成功实施椎管内麻醉与镇痛。然而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依然存在无法建立充分区域

阻滞而需实施全身麻醉下手术分娩的可能。 



 

 

订阅 ATOTW 教程请访问 www.wfsahq.org/resources/anaesthesia-tutorial-of-the-week 
 

问题及回答： 
1.关于脊柱侧凸： 

a．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是最常见的类型，约占全部病例的 70% 

b．对：Cobb 角是脊柱侧凸的测量指标 

c．错：Cobb 角的测量是基于影像学手段，特别是前后位 X光片 

d．错：脊柱侧凸在女性中更常见 

e．对：考虑相关并发症，尽早术前评估与检查意义重大 

2.脊柱侧凸可能存在的生理学和解剖学改变包括： 

a．错：严重脊柱侧凸可致限制性肺疾病 

b．对：严重脊柱侧凸（及某些引起继发性脊柱侧凸的疾病）会引起气道解剖改变并导致插管困难 

c．错：严重脊柱侧凸会导致右心室肥厚 

d．对：严重脊柱侧凸会导致肺动脉高压 

e．对：严重脊柱侧凸会导致肺源性心脏病 

3.关于具备脊柱侧凸病史患者行椎管内麻醉： 

a．错：由于全身麻醉存在更高的致死率，椎管内麻醉是更优的选择 

b．对：手术矫正脊柱侧凸会遗留瘢痕组织，带来额外挑战 

c．错：虽然数据尚未明确，但单次腰麻可为局部麻醉药提供更好的扩散条件，阻滞效果更好 

d．错：应早期进行硬膜外置管，以争取排除故障的时间 

e．对：超声引导技术可起到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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