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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丛神经阻滞中应用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王  韶 1，原大江 2，李艳艳 1，李小雅 1  

文题释义：

镇痛持续时间：局部麻醉药物注射完毕到第一次给予镇痛药之间的时间间隔。

运动阻滞持续时间：局部麻醉药注射完毕到神经阻滞恢复之间的时间间隔。

摘要

目的：目前关于右美托咪定在臂丛神经阻滞中效果的研究样本量小且研究结果不一致。文章采用meta分析方法评估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

麻醉药在臂丛神经阻滞中的效果。

方法：在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和维普数据库中，根据右美托咪定、臂丛神经阻滞等关键词检索相

关文献，检索截止时间为从建库到2019年12月。纳入的研究类型为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对象为18岁以上接受臂丛神经阻滞的患者，采用

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干预，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进行文献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分析。主要结局指标包括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次要结局指标为不良事件。分别采用加权均数差 (WMD)和相对危险度

(RR)作为合并效应量。

结果：①共纳入24篇文献，样本量1 612例，有1篇文献未提及随机方法，有11篇未提及分配隐藏，有6篇未提及盲法；②右美托咪定无论

神经周围(WMD=182.91，95%CI：129.85-235.96，P < 0.001)或静脉应用(WMD=180.47，95%CI：83.01-277.93， P=0.000 3)均能延长镇痛持

续时间；神经周应用还能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WMD=147.57，95%CI：120.81-174.33，P < 0.001)；③与静脉组相比，神经周组在延长镇

痛持续时间(WMD=69.24，95%CI：24.92-113.56，P=0.002)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WMD=74.35，95%CI：47.68-101.01，P < 0.001)方面更具优

势；④应用右美托咪定后，患者出现最多的不良事件是心动过缓(RR=5.08，95%CI：3.25-7.93，P < 0.001)。
结论：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能显著延长臂丛神经阻滞作用时间，但同时增加心动过缓发生率。在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方面，臂丛神经周围给药优于静脉给药途径。但文章也存在异质性高及纳入文献质量偏低的缺点，所以未来仍需要更多大规模多中心的高

质量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麻醉；臂丛；镇痛；阻滞；静脉；给药途径；meta分析；系统评价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local anesthetic for brachial plexus bloc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ng Shao1, Yuan Dajiang2, Li Yanyan1, Li Xiaoya1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Shanxi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Critical Medicin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Shanxi Province, China 
Wang Shao, Master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Shanxi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uan Dajiang, MD,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Critical Medicin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Shanxi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3780

投稿日期：2020-05-09   

送审日期：2020-05-12

采用日期：2020-05-27   

在线日期：2020-10-14

中图分类号： 

R452；R453；R602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12-01951-08

文献标识码：A 

1
山西医科大学麻醉学系，山西省太原市   030000； 2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山西省太原市   030000
第一作者：王韶，1993 年生，女，河北省保定市人，汉族，山西医科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伤害信号转导和器官损伤保护的相关研究。

通讯作者：原大江，博士，主任医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山西省太原市   030000
https://orcid.org/0000-0002-6378-9294 ( 王韶 ) 
引用本文：王韶，原大江，李艳艳，李小雅 . 臂丛神经阻滞中应用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J]. 中国

组织工程研究，2021，25(12):1951-1958. 

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文章表明右美托咪定作为

局部麻醉药辅助药物能显

著延长臂丛神经阻滞时

间，尤其神经周围注射更

有优势；

△应用右美托咪定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最高的为心动过

缓，研究表明 1 μg/kg 右

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

神经周围给药后心动过缓

发生率最低。

目的：

明确右美托咪

定联合局麻药

在臂丛神经阻

滞中的效果。

筛选文献：

(1) 在 Pubmed、Embase、
Cochrane Library、中国

知网、万方医学网和

维普等数据库中检索

文献；

(2) 最终纳入 24 篇文献。

结论：

(1) 镇痛持续时间；

(2) 运动阻滞持续

时间；

(3)不良事件。

结论：

(1) 右美托咪定能延长臂丛神经阻滞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2) 与静脉给药相比，右美托咪定神经周围注射在延长阻滞时间方面更有优势；

(3) 1 μg/kg可能是右美托咪定神经周围途径的最佳剂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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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背景   Background
随着超声引导技术的发展，臂丛

神经阻滞在上肢手术麻醉中占据重要地

位，但是单次臂丛神经阻滞作用局部麻

醉药作用时间短，不能提供较好的术后

镇痛，影响患者的预后。

右美托咪定是 α2 肾上腺素受体激

动剂，具有镇静、抗焦虑和镇痛作用。

BRUmmETT 等
[1]
的动物实验首次证明

托咪定神经周注射可减轻布比卡因引起

的急性神经周围炎症，还能增强神经阻

滞效果。之后右美托咪定在臂丛神经阻

滞中应用的研究逐渐增多，多数研究

样本量小缺乏说服力，研究结果也不一

致
[2-5]

。ABDALLAH 等
[6]
的 meta 分析显

示右美托咪定在缩短神经阻滞起效时间

和延长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上无显著性意

义，该研究只纳入了 4 篇相关研究。代

坤吾等
[7]
的研究在纳入文献时没有定

义结局指标，这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

性。并且该研究只分析了外周应用右美

托咪定对臂丛神经阻滞的影响，并未研

究静脉途径以及这 2 种途径哪种延长镇

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最长。

文章针对右美托咪定在臂丛神经

阻滞中的效果进行 meta 分析，从不同

给药途径进行比较并统一镇痛持续时间

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的定义，使结果更

全面准确。对于手术患者来说，术中和

术后充分镇痛非常重要，但是镇痛持续

时间具有一定主观性，而运动阻滞持续

时间相对比较客观，两者综合分析临床

意义更大。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策略

1.1.1   检索者   王韶、李艳艳和李小雅。

1.1.2   资料库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维普，万方医学网和

中国知网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右 ( 旋 ) 美托咪

定、臂丛神经阻滞、Dexmedetomidine

及 brachial plexus block 等。

1.1.4   检索时间范围   从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

1.1.5   文献检索策略   Pubmed 数据库检

索策略见图 1。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采用臂丛神经阻滞

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②年龄大于 18

岁的成年患者；③分组至少包含局部麻

醉药复合神经周右美托咪定、局部麻醉

药复合静脉右美托咪定和单独应用局部

麻醉药中的两组；④结局指标有镇痛持

续时间 ( 局部麻醉药物注射完毕到第一

次给予镇痛药之间的时间间隔 ) 或者运

动阻滞持续时间 ( 局部麻醉药注射完毕

到神经阻滞恢复之间的时间间隔 )。
1.2.2   排除标准   ①综述、动物实验、

个案报道和 meta 分析；②关节内注射

或脊髓内等非静脉和神经周途径给予右

美托咪定的研究；③手术涉及上肢以外

的解剖区域 ( 如腹部 )。
1.3   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分别对检

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根据题目和摘要

初步浏览后删除重复文献，排除明显不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随后将可能会被

纳入的文献下载全文仔细阅读。当意见

不一致时，此 2 名研究者再次对全文进

行质量评估并进行探讨直到最后意见达

成一致。若最后仍无法达成一致，则由

第 3 位研究者决定是否纳入该文献。

1.4   文献质量评价   由 2 名研究者分别

对检索的文献进行评估，采用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 5.1.0( http://www.cochrane- 

handbook.org/) 针对随机对照试验的偏倚

风险评估工具，该工具主要涉及问题包

括：随机序列的产生是否正确和充分、

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rrent research sample on the 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in brachial plexus block is small and the results are inconsistent. Meta-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local anesthetics on brachial plexus block.
METHODS: In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CNKI, Wanfang Medical Network, and VIP database, the authors searched for related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2019 based on keywords such as dexmedetomidine, and brachial plexus block. The type of study included was clinic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e subjects were patients over 18 years old who received brachial plexus blockade. The intervention was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local anesthetics.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 The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 manual was used for literatur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vMan5.3 software was used for meta-analysis. The main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and the duration of exercise block, and 
the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 was adverse events.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and relative risk were used as the combined effects.
RESULTS:  (1) A total of 24 articles were included, with 1 612 samples. One article did not mention randomness, 11 did not mention allocation concealment, 
and 6 did not mention blind method. (2) Both perineural (WMD=182.91, 95%CI:129.85-235.96, P < 0.001) and intravenous dexmedetomidine (WMD=180.47, 
95%CI:83.01-277.93, P=0.000 3) could effectively prolong analgesic duration. Perineural application could als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motor block 
(WMD=147.57, 95%CI:120.81-174.33, P < 0.001). (3) Compared with the intravenous group, the perineural group had an advantage in extending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WMD=69.24, 95%CI:24.92-113.56, P=0.002) and the duration of motor block (WMD=74.35, 95%CI:47.68-101.01, P < 0.001). (4) After applying 
dexmedetomidine,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 was bradycardia (RR=5.08, 95%CI:3.25-7.93, P < 0.001). 
CONCLUSION: Dexmedetomidine combined with local anesthetic can significantly prolong the duration of brachial plexus block, but simultaneously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bradycardia. In terms of duration of analgesia and duration of exercise block, peri-brachial plexus administration is superior to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is article also has the shortcomings of high heterogeneity and low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Therefore, more large-scale 
multicenter high-quali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 still needed for further verifi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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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图

Figure 1 ｜ Retrieval strategy of PubMe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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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隐藏是否正确和充分、是否采用盲

法、结局数据是否完整和有无丢失等。

对于每个偏倚风险被分为：低风险、高

风险和不清楚。

1.5   结局指标   主要包括：作者、发表

年份、手术部位、神经阻滞的入路及定

位方法、局部麻醉药的种类、浓度和容

量、干预措施、镇痛持续时间、运动阻

滞持续时间和不良事件。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RevMan 5.3(http://

tech.cochrane.org/revman/download) 软

件进行 meta 分析，Cochrane 系统评价手

册进行质量评价。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

阻滞持续时间为连续变量，用加权均数

差 (WMD) 及 95% 的可信区间 (95%CI) 表

示。不良事件为二分类变量，用相对危

险度 (RR) 及 95%CI 表示。异质性检验用

I² 值，若 I² < 50% 认为数据无异质性，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若 I² ≥ 50% 认为数据

有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产

生异质性的原因并对可能产生异质性的

原因进行亚组分析及敏感性分析，采用

逐篇排除法剔除敏感性过高的文献，亚

组分析是预先定制的，发表偏倚检验采

用漏斗图法。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筛选结果   根据检索策略共检

索到 674 篇文献，经筛选后最终纳入 24

篇，其中英文 12 篇
[8-19]

，中文 12 篇
[20-31]

，

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2。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共纳入 24 篇

文献
[8-31]

，共 1 612 例患者，其中 17 篇是

局部麻醉药联合神经周右美托咪定与单独

应用局部麻醉药研究
[8-12，14-17，23-26，28-31]

，

有 2 篇是局部麻醉药联合静脉右美托咪

定与单独应用局部麻醉药的研究
[20-21]

，有

2 篇是局部麻醉药联合静脉右美托咪定与

局部麻醉药神经周右美托咪定研究
[18-19]

，

有 3 篇是静脉和神经周右美托咪定联合

局部麻醉药与单独应用局部麻醉药的研

究
[13，22，27]

。具体见表 1，2。

2.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估结果   纳入

的 24 篇文献中 5 篇采用计算机随机分       

组
[8-10，13，15]

，有 4 篇采用密封信封随机

分组
[11，14，17，19]

，有 6 篇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组
[20-21，24，26，29-30]

，有 2 篇由统计

学专家进行分组
[12，16]

，有 1 篇未提及

随机方法
[18]
，有 6 篇只提及随机未具体

说明
[22-23，25，27-28，31]

；有 11 篇未提及分

配隐藏说明
[14，18-20，23-25，27-28，30，31]

；6 篇

未提及盲法
[18-19，23-24，27，30]

；所有研究结

局报告数据没有缺失。所有研究均未说

明是否存在其他偏倚。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镇痛持续时间   共 18 篇研究报告

了镇痛持续时间
[8，11-13，15-23，26-28，30-31]

，其

中 14 篇比较了局部麻醉药联合右美托咪

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与单独应用局部麻醉

药
[8，11-13，15-17，22-23，26-28，30-31]

，森林图结果

显示，神经周围途径应用右美托咪定延长

镇痛持续时间 182.91 min (WMD=182.91，
95%CI：129.85-235.96，P  < 0.001)，
I2=98%，各研究间具有异质性，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采用逐篇剔除法进行敏感性

分析后结果显示 I² 值和效应尺度无明显

改变，表明研究结果稳健，见图 3。

根据神经阻滞入路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神经周应用右美托咪定延长

镇痛持续时间在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

最长为 307.44 min(P=0.000 7)，腋路臂

丛神经阻滞延长 86.06 min(P < 0.001)，

肌间沟和锁骨下臂丛神经阻滞分别为

126.4 min 和 149.99 min(P < 0.001)。根

据局部麻醉药不同进行亚组分析显示，

布比卡因组镇痛持续时间延长最长为

229.15 min(P=0.000 2)，罗哌卡因组和

左旋布比卡因组分别为 144.46 min (P < 

0.001) 和 175.04 min(P=0.23)。根据右美

托咪定剂量分组，结果显示 50 μg 组延长

镇痛持续时间最长为 315.6 min(P=0.03)，

见表 3。

有 5 篇文献比较了局部麻醉药联合

静脉右美托咪定与单独应用局部麻醉药的

差异
[13，20-22，27]

，I²=98%，说明各研究间存

在异质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

示静脉应用右美托咪定延长镇痛持续时间

180.47 min(WMD=180.47，95%CI：83.01-
277.93，I²=98%，P=0.000 3)。有 5 篇研究

比较了神经周应用右美托咪定和静脉应用

右美托咪定
[13，18-19，22，27]

，I2=99%，各研

究间存在异质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敏感性分析后 1 篇文献被剔除，结

果显示神经周组比静脉组延长镇痛持续时

间 69.24 min(WMD=69.24，95%CI：24.92-
113.56，I²=53%，P=0.002)，结果见图 4，5。

由于两组研究例数都较少，所以未进行亚

组分析。

2.4.2   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共有 22 篇研

究报告了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8-19，22-31]

，

其中 20 篇比较了局部麻醉药联合神经

周右美托咪定和单独应用局部麻醉药

的差异
[8-17，22-31]

。结果显示神经周应

用右美托咪定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147.57 min(MD=147.57，95%CI：120.81-
174.33，I²=99%，P < 0.001)。各研究间

存在异质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采

用逐篇剔除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后 I² 值和

效应尺度无明显改变，说明研究结果稳

健，见图 6。

根据神经阻滞入路方式进行亚组分

析显示，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延长运动阻

滞持续时间在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中最

长为 273.38 min (P < 0.001)，而锁骨下臂

丛神经阻滞无显著性差异 (P=0.06)，肌间

沟和腋路臂丛神经阻滞分别为 97.55 min

和 135.4 min(P < 0.001)。根据不同局部麻

醉药进行亚组分析显示，神经周右美托

咪定复合布比卡因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

间最长 (P < 0.002)。罗哌卡因组和左旋布

比卡因组分别为 111.57 min 和 195.38 min             

(P < 0.001)。根据右美托咪定剂量进行亚

组分析结果，50 μg 和 1 μg/kg 右美托咪

定延长阻滞时间最长分别为 218.48 min

和 214.70 min(P < 0.001)，见表 3。

检索外文数据库 (n=295)：
(1)Pubmed(n=77)；
(2)Embase(n=95)；
(3)Cochrance Library(n=123)

检索中文数据库 (n=379)：
(1) 中国知网 (n=154)；
(2) 万方医学网 (n=102)；
(3) 维普 (n=123)

初筛得到文献 (n=196)

阅读文献题目和摘要

后复筛得到文献 (n=62)

全文浏览后纳入文献 (n=24)

阅读全文进行复筛，最终纳入文献 24 篇

剔除重复发表的文献
(n=478)

剔除文献 (n=134)：
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

剔除文献 (n=38)：
未定义结局指标 (n=23)；
综述和 meta 分析 (n=15)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document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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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篇文章比较了静脉右美托咪

定联合局部麻醉药和单独应用局部麻

醉药的差异
[13，22，27]

，各研究间存在异

质性 (I²=96%)，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静脉应用右美托咪定在延

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方面没有显著性

差异 (P=0.09)。有 5 篇比较了神经周

应用右美托咪定和静脉应用右美托咪

定
[13，18-19，22，27]

，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表 1 ｜纳入文献一般资料
Table 1 ｜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literature

作者 / 发表年 总样本 ( 对照组 /
试验组，n)

手术部位 定位 神经阻

滞入路

对照组干预方法 试验组干预方法

AVULA 等
[8] 
，2019 60(30/30) 前臂和手部 超声 锁骨下 0.5% 布比卡因 20 mL 0.5% 布比卡因 20 mL +75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RASHmI 等 [9] 
，2017 60(30/30) 肱骨和前臂 神经刺激器 肌间沟 0.75% 罗哌卡因 30 mL 0.75% 罗哌卡因 30 mL +50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WANG 等
[10]
，2017 58(27/31) 前臂 神经刺激器 肌间沟 0.5% 罗哌卡因 24 mL 0.5% 罗哌卡因 24 mL +0.7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NAZIR 等
[11]
，2016 70(35/35) 上肢 超声 锁骨上 0.25% 布比卡因 38 mL 0.25% 布比卡因 38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DAS 等
[12]
，2016 80(40/40) 上肢 神经刺激器 锁骨上 0.5% 罗哌卡因 30 mL 0.5% 罗哌卡因 30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KATHURIA 等
[13]
，2015 60(20/20/20) 上肢 超声 锁骨上 0.5% 罗哌卡因 30 mL 试验组 1：0.5% 罗哌卡因 30 mL +50 μg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试验组 2：0.5% 罗哌卡因 30 mL +50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

围途径 )
KWON 等

[14]
，2015 60(30/30) 前臂和手 超声 锁骨上 0.5% 罗哌卡因 40 mL 0.5% 罗哌卡因 40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BISWAS 等
[15]
，2014 70(35/35) 上肢 超声 锁骨上 0.25% 布比卡因 38 mL 0.25% 布比卡因 38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AmmAR 等
[16]
，2012 60(30/30) 前臂和手 超声 锁骨下 0.33% 布比卡因 30 mL 0.33%布比卡因30 mL +0.75 μg/kg右美托咪定 (神经周围途径 )

ESmAOGLU 等
[17]
，2010 60(30/30) 前臂和手 神经刺激仪 腋路 0.5% 左旋布比卡因 40 mL 0.5%左旋布比卡因40 mL +100 μg右美托咪定 (神经周围途径 )

SOmSUNDER 等
[18]
，2019 60(30/30) 上肢 超声 锁骨上 0.5% 左旋布比卡因 20 mL+2%

利多卡因 10 mL
试验组 1：0.5% 左旋布比卡因 20 mL+2% 利多卡因 10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试验组 2：0.5% 左旋布比卡因 20 mL+2% 利多卡因 10 mL +     
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SHASHIKALA 等 [19]
，2017 60(30/30) 前臂 神经刺激器 锁骨下 0.5% 罗哌卡因 28 mL 试验组 1：0.5% 罗哌卡因 28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试验组 2：0.5% 罗哌卡因 28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

围途径 )
曾祥芳等

[20]
，2019 80(40/40) 前臂和手部 超声 肌间沟 0.375% 左旋布比卡因 200 mL 0.375% 左旋布比卡因 200 mL +1 μg/kg 右美托咪定负荷，     

0.1 μg/kg 维持

李岩等
[21]
，2018 90(30/30/30) 肩关节 超声联合神

经刺激器

肌间沟 罗哌卡因 +2% 利多卡因 试验组 1：罗哌卡因 +2% 利多卡因 + 右美托咪定 0.2 μg/(kg·h)
静脉输注

试验组 2：罗哌卡因 +2% 利多卡因 + 右美托咪定 0.7 μg/(kg·h)
静脉输注

杨爱明等
[22]
，2019 60(20/20/20) 上肢 超声 锁骨上 0.5% 罗哌卡因 30 mL 试验组 1：0.5% 罗哌卡因 30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试验组 2：0.5% 罗哌卡因 30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

围途径 )
刘玉等

[23]
，2018 22(11/11) 上肢 超声 肌间沟 0.375% 左旋布比卡因 30 mL 0.375% 左旋布比卡因 30 mL+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

途径 )
林福森等

[24]
，2017 80(40/40) 前臂和手部 未说明 肌间沟 0.4% 罗哌卡因 30 mL 0.4% 罗哌卡因 30 mL+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张宁等
[25]
，2016 40(20/20) 上肢 超声 肌间沟 0.5% 罗哌卡因 25 mL 0.5% 罗哌卡因 25 mL+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李凯等
[26]
，2016 40(20/20) Colle's 骨折 超声 锁骨上 0.5% 罗哌卡因 20 mL 0.5% 罗哌卡因 20 mL+0.7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金耀君等
[27]
，2015 120(30/30/30/30) 前臂和手部 超声 腋路 0.5% 罗哌卡因 28mL 试验组 1：0.5% 罗哌卡因 28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试验组 2：0.5% 罗哌卡因 28 mL+50 μg 右美托咪定 ( 外周 )
试验组 3：0.5% 罗哌卡因 28 mL+100 μg 右美托咪定 ( 外周 )

张鹏等
[28]
，2014 90(30/30/30) 上肢 神经刺激仪 肌间沟 0.375% 罗哌卡因 30 mL 试验组 1：0.375% 罗哌卡因 30 mL+1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

周围途径 )
试验组 2：0.375% 罗哌卡因 30 mL+1.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
经周围途径 )

李金玉等
[29]
，2013 120(20/20/20/20/

20/20)
上肢 盲法 肌间沟 0.5% 罗哌卡因 25 mL 试验组 1：0.5% 罗哌卡因 25 mL+0.2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

经周围途径 )
试验组 2：0.5% 罗哌卡因 25 mL+0.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

周围途径 )
试验组 3：0.5% 罗哌卡因 25 mL+0.7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
经周围途径 )
试验组 4：0.5% 罗哌卡因 25 mL+1.0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

周围途径 )
试验组 5：0.5% 罗哌卡因 25 mL+1.25 μg/kg 右美托咪定 ( 神
经周围途径 )

占乐云等
[30]
，2012 60(30/30) 前臂和手部 超声 腋路 0.5% 布比卡因 30 mL 0.5% 布比卡因 30 mL+100 μg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方国平等
[31]
，2015 50(25/25) 前臂和手 神经刺激仪 腋路 0.5% 甲磺酸罗哌卡因 35 mL 0.5%甲磺酸罗哌卡因 35 mL+75 μg右美托咪定 (神经周围途径 )

(I²=53%)，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显示神经周组比静脉组延长运动阻滞

持续时间 74.35 min(P < 0.001)。由于这

2 组研究例数较少，所以未进行亚组分

析。见图 7，8。

2.4.3   不良反应   24 篇文献中只有 1 篇

未报告不良反应
[20]
，7 篇文献未发生不

良反应
[8-9，11，15-16，22，26]

。文献共报告心

动过缓 112 例；低血压 53 例；镇静过

度 13 例，口干 30 例，恶心呕吐 2 例，

霍纳综合征和嗜睡各 6 例。文章只对报

告最多的心动过缓进行了 meta 分析，

结果显示应用右美托咪定后心动过缓的

发生具有显著性差异 (RR=5.08，95%CI：
3.25-7.93，P < 0.001)。各研究间无明

显异质性 (I²=29%)，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文章根据右美托咪定剂量进行亚组

分析显示固定剂量中 50 μg 右美托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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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心动过缓的发生率是对照组的 12 倍

(RR=12.00，95%CI：1.61-89.34，I²=0%，

P=0.02)，而≥ 75 μg 右美托咪定组是

13.8 倍 (RR=13.80，95%CI：3.92-48.53，
I²=0%，P < 0.001)；按照千克体质量计算

中 1 μg/kg右美托咪定组心动过缓的发生

率是对照组的 2.3 倍 (RR=2.30，95%CI：
1.21-4.40， I²=28%，P=0.01)， 其 他 2

组 分 别 为 3.05 倍 (RR=3.05，95%CI：
1.14-8.16，P=0.03) 和 11 倍 (RR=11.00，
95%CI：1.47-82.37，I²=0%，P=0.02)。见

图 9。

2.5   发表偏倚分析   文章只对神经周右

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与单独应用局

部麻醉药的研究进行了漏斗分析，因为

其他研究文献数不足 8 篇所以未进行漏

斗分析。镇痛持续时间、运动阻滞持续

时间和心动过缓的漏斗图见图 10A-C，

图中两边呈不对称分布，提示纳入结局

指标的文献可能存在发表偏倚。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证据总结   此 meta 分析结果表明

右美托咪定无论静脉途径还是神经周途

径，当联合局部麻醉药使用时能显著延

长臂丛神经阻滞镇痛持续时间；神经周

表 2 ｜纳入文献结局及不良反应特征
Table 2 ｜ Outcomes and adverse re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作者 / 发表年 结局指标 不良反应

AVULA 等
[8] 
，2019 ①② 静脉组出现低血压和心动过缓各 11 例和 3 例；神经周组只出现低血压 2 例

RASHmI 等 [9] ，2017 ②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WANG 等
[10]
，2017 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14 例心动过缓，8 例低血压，2 例镇静过度，4 例霍纳综合征；对照组 4 例心动过缓，5 例低血压，2 例霍纳综合征

NAZIR 等
[11]
，2016 ①② 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DAS 等
[12]
，2016 ①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6 例嗜睡；对照组无不良反应

KATHURIA 等
[13]
，2015 ①② 右美托咪定静脉组出现 1 例心动过缓，2 例低血压；对照组和神经周组未出现不良反应

KWON 等
[14]
，2015 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7 例心动过缓；对照组未出现不良反应

BISWAS 等
[15]
，2014 ①②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AmmAR 等
[16]
，2012 ①②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ESmAOGLU 等
[17]
，2010 ①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7 例心动过缓；对照组未见不良反应

SOmSUNDER 等
[18]
，2019 ①② 静脉组出现低血压和心动过缓各 11 例和 3 例；神经周组只出现低血压 2 例

SHASHIKALA 等 [19]
，2017 ①② 静脉组 2 例心动过缓，1 例低血压；神经周组未见不良反应

曾祥芳等
[20]
，2019 ① 未提

李岩等
[21]
，2018 ① 右美托咪定0.2 μg/(kg·h)静脉输注组出现低心率合并低血压3例；右美托咪定 0.7 μg/(kg·h)静脉输注出现低心率合并低血压7例；

对照组未出现

杨爱明等
[22]
，2019 ①②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刘玉等
[23]
，2018 ①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1 例心动过缓，对照组出现心动过速和高血压各 1 例

林福森等
[24]
，2017 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9 例心动过缓；对照组未发生不良反应

张宁等
[25]
，2016 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1 例心动过缓，2 例恶心呕吐；对照组无不良反应

李凯等
[26]
，2016 ①②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金耀君等
[27]
，2015 ①② 右美托咪定静脉出现 8 例镇静过度，10 例心动过缓和低血压；100 μg 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出现 8 例心动过缓、低血压；对照组

和 50 μg 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未出现不良反应

张鹏等
[28]
，2014 ①② 1 μg/kg 和 1.5 μg/kg 右美托咪定组分别发生心动过缓 5 例和 8 例；对照组未发生不良反应

李金玉等
[29]
，2013 ② 1 μg/kg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心动过缓和镇静过度各 1 例；1.25 μg/kg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心动过缓和镇静过度各 2 例，低血压 1 例；

其余各组未见不良反应

占乐云等
[30]
，2012 ①② 右美托咪定组发生心动过缓 10 例，口干 30 例；对照组未见不良反应

方国平等
[31]
，2015 ①② 右美托咪定组出现 8 例心动过缓；对照组出现 1 例心动过缓

表注：①镇痛持续时间；②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表 3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组亚组分析结果
Table 3 ｜ Subgroup analysis results of dexmedetomidine (perineural route) group

亚组 镇痛持续时间 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WMD(95%CI) I²(P 值 ) WMD(95%CI) I²(P 值 )

神经阻滞的入路

  锁骨上 307.44(129.35-485.53)           99%(< 0.001)       273.38(153.69-393.07) 99%(0.001)
  锁骨下 149.99(111.61-188.36) 93%(< 0.001) 103.51(-2.69-209.70) 99%(0.060)
  肌间沟 126.41(61.86-190.95) 80%(< 0.001) 97.55(70.47-124.63) 98%(0.001)
  腋路 86.06(69.67-102.45) 0%(< 0.001) 135.40(86.52-184.28) 94%(0.001)
局部麻醉药种类

  罗哌卡因 144.46(93.65-195.27) 93%(< 0.001) 111.57(88.19-134.95) 98%(0.001)
  布比卡因 229.15(106.82-351.48) 99%(< 0.001) 239.87(85.91-393.83) 100%(0.002)
  左旋布比卡因 175.04(106.36-243.73) 32%(0.001) 195.38(165.39-225.37) 0%(0.001)
  甲磺酸罗哌卡  137.30(81.09-193.51) -(0.001) 118.00(81.23-154.77) -(0.001)
右美托咪定剂量

     50 μg 315.60(23.62-607.59) 94%(0.030) 218.48(145.15-291.81) 97%(0.001)
     75 μg 131.09(119.88-142.29) 0%(0.001) 140.96(102.01-179.92) 71%(0.001)
     100 μg 88.75(66.29-111.20) 0%(0.001) 161.39(77.62-245.17) 96%(< 0.001)
     ≤ 0.75 μg/kg 116.79(11.94-221.65) 98%(0.030) 61.00(45.25-76.75) 92%(0.001)
     1 μg/kg 244.45(80.37-408.54) 99%(0.040) 214.70(95.13-334.26) 99%(< 0.001)
     >1 μg/kg 90.00(39.88-140.12) -(< 0.001) 98.00(57.93-138.07) 88%(0.001)

图注：右美托咪定延长镇痛持续时间 182.91 min(P < 0.001)
图 3 ｜右美托咪定 ( 神经周围途径 ) 组的镇痛持续时间森林图

Figure 3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in the dexmedetomidine (perineural rout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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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给药还能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文章

进一步对右美托咪定两种给药方式进行

了比较，结果显示神经周组在延长镇痛

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方面更有优势。右

美托咪定作为周围神经阻滞辅助药物，

可能是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发挥作用：①

通过抑制周围神经超级化激活 Ih 离子

通道，阻断神经离子通道向静息离子状

态转变，使神经较难产生新的神经电活

动，伤害性刺激无法上传
[32] ；②右美

托咪定对延迟整流钾离子电流 IK 和钠离

子电流 INa 产生抑制作用，影响神经细

胞兴奋性从而延长神经阻滞时间
[33]
；③

右美托咪定通过 α2B 受体使局部血管收

缩，延缓局部麻醉药的吸收，延长作用

时间
[34]
；④右美托咪定有中枢镇痛作用，

能够激活蓝斑中的 a2 肾上腺素受体，

通过延髓－脊髓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作

用于脊髓背角表面的胶状质神经细胞，

产生抑制性突触后电位从而抑制痛觉的

传导
[35]
。

对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进行亚组

分析，根据神经阻滞入路方式分组，结

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入路方式，右美托

咪定均能显著延长镇痛持续时间，尤其

采用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运动阻滞持

续时间也在锁骨上臂丛神经中延长最

长，但是右美托咪定没有延长锁骨下臂

丛神经阻滞运动阻滞持续时间。这些结

果说明采用锁骨上臂丛神经时右美托咪

定效果最好，推测可能跟臂丛神经解剖

位置以及超声的应用有关。臂丛由 C5-8

与 T1 神经的前支组成，臂丛 5 条神经

根在锁骨下动脉的上方，共同经过斜角

肌间隙向外下方走形，其中 C5-6 神经合

成上干，C7 神经延续为中干，C8 和 T1

神经合成下干，各神经干均分成前后两

股，在锁骨中点后方进入腋窝。锁骨上

入路时，此处臂丛神经排列紧密，系股、

束交界处为臂丛神经相对集中的位置，

位置表浅，其阻滞效果完善且稳定
[36]
。

超声检查能够清晰显示臂丛神经的位置

以及局部麻醉药的扩散情况，这使得锁

骨上神经阻滞效果更确切。而文章纳入

的关于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均是超声引

导的。根据局部麻醉药种类分组，结果

显示无论哪种局部麻醉药，右美托咪定

图注：右美托咪定静脉给药延长镇痛持续时间 180.47 min(P=0.000 3)
图 4 ｜右美托咪定 ( 静脉 ) 组的镇痛持续时间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in the dexmedetomidine (intravenous route) 

group

图注：神经周组比静脉组延长镇痛持续时间 69.24 min(P=0.002)
图 5 ｜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和静脉组比较的镇痛持续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analgesia compared between the perineural group and the 

intravenous group

图注：右美托咪定神经周围注射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147.57min(P < 0.001)
图 6 ｜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的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motor block in the perineural group

图注：右美托咪定静脉输注不能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P=0.09)
图 7 ｜右美托咪定静脉组与对照组比较的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motor block in the intravenou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图注：右美托咪定神经周注射比静脉输注延长运动阻滞持续时间 74.35 min(P < 0.001)
图 8 ｜右美托咪定神经周组和静脉组比较的运动阻滞持续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of the duration of motor block compared between perineural group and 

intravenous group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12｜April 2021｜1957

两者的镇痛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仍然有

差距。所以临床工作者要结合临床实际

情况进行选择。根据右美托咪定剂量分

组，结果显示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

持续时间并没有随着右美托咪定剂量增

加而持续延长，说明右美托咪定延长作

用时间跟剂量无关，可能还具有封顶效

应。文献中右美托咪定剂量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固定剂量，一种是按照公斤体质

量计算，文章都进行了分组，结果显示

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在右

美托咪定剂量是 50 μg 时延长最长。

关于应用右美托咪定的不良反应，

纳入文献中报告最多的是心动过缓和低

血压，这跟右美托咪定作用机制有关

系。右美托咪定在血流动力学显示出双

相血压效应和心率降低效应
[37-38]

。右美

托咪定通过激活血管平滑肌中的 α2 肾

上腺素受体，引起血管收缩，随后血压

升高，甚至导致高血压
[39]
；另一方面，

通过激活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肾上腺素受

体，可抑制交感神经活动并降低血压和

心率
[40]
。文章纳入文献报道的心动过缓

均为一过性的，必要时可用阿托品纠正。

文章根据右美托咪定剂量对心动过缓进

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1 μg/kg 右美托

咪定心动过缓发生率最低；虽然 50 μg

可能是延长阻滞时间的最佳剂量，但从

不良反应心动过缓发生率来看，1 μg/kg

更优于 50 μg，并且 1 μg/kg 剂量的右美

托咪定与 50 μg 剂量的相比在延长镇痛

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方面相差

并不大。

3.2   局限性   ①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

滞持续时间 meta 分析结果异质性较高，

虽然文章对可能影响异质性的原因进行

亚组分析，但是异质性仍未降低。进行

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来源仍没有找到。

可能跟局部麻醉药浓度、容量、是否加

用利多卡因和肾上腺素、种族等有关系，

这些因素仍需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②

部分研究纳入文献数较少，如静脉右美

托咪定组和对照组，可能会影响结果的

准确性；③纳入文献多数都是小样文章，

这可能会造成偏倚；④纳入文献中没有

来自欧美国家的研究，可能会造成文献

质量偏低；⑤部分文献未具体说明如何

图注：1  μg/kg 右美托咪定组心动过缓的发生率最低 (P=0.01)
图 9 ｜各组心动过缓比较森林图

Figure 9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bradycardia in each group

图注：图 A-C 分别为镇痛持续时间、运动阻滞持续时间和心动过缓的漏斗图

图 10 ｜各组发表偏倚漏斗图

Figure 10 ｜ Funnel plot of publication bias of each group

均能显著延长镇痛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

持续时间，尤其采用布比卡因联合右美

托咪定时，此 2 个结局指标都延长最长，

这跟代坤吾等
[7]
研究结果一致。文章结

果说明右美托咪定联合布比卡因时效果

最好，但要注意布比卡因的心脏毒性作

用。罗哌卡因心脏毒性比布比卡因小，

并且具有感觉运动阻滞分离的特点在临

床广泛应用。虽然右美托咪定也能延长

罗哌卡因阻滞时间，但相对布比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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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分配隐藏和盲法，可能存在选择偏

倚、实施偏倚以及其他偏倚，从漏斗图

看，文章可能存在发表偏倚，这可能会

降低结果的可信度。最后可能存在检索

文献不全面的情况。所以结论仍需大样

本、多中心、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照研

究去证实。

3.3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方

面，应根据考克兰评估手册严格开展试

验，试验应制定具体随机分组方法，纳

入足够数量受试者，严格实施随机分组、

分配隐藏及三盲等，并进行规范化报告；

在观察指标方面，最大限度保持指标定

义一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增加神经

周围右美托咪定和静脉右美托咪定相比

的研究。未来研究完善以上几点，可增

加结果的可信度，提供全面的评估。

3.4   结论   右美托咪定联合局部麻醉药

能显著延长臂丛神经阻滞作用时间，但

同时增加心动过缓发生率。在镇痛持续

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方面，臂丛神

经周围给药优于静脉给药途径。1 μg/kg

可能是右美托咪定神经周途径的最佳剂

量。但是文章也存在异质性高的缺点，

所以未来仍需要更多大规模多中心的高

质量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从而

得到更可靠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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