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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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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渊TAPB冤技术是目前较为有效且具有安全性的神经阻滞方法袁能够对患者因腹
部手术引起的围术期的各种疼痛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袁适用于多种腹部手术的辅助麻醉与镇痛遥 近几年袁TAPB
一直是多模式镇痛中的一种有效方式袁能够使围术期产生的应激反应减少袁麻醉药使用量减少袁缩短住院时间袁
促进患者康复袁从而与目前倡导的舒适化医疗相契合遥 通过文献检索与阅读袁笔者在本文中将 TAPB 的解剖特
点尧药物选择尧临床应用尧应用展望等做一综述袁以期为临床上 TAPB 的应用提供参考和依据遥
[关键词] 超声引导曰腹横肌平面阻滞曰镇痛曰麻醉药物
[中图分类号] R6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渊2021冤15-0187-06

Research progress of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guided transversus abdo鄄
minis plane block

XU Luqi ZHA O Xi W A NG Pengfei LI Zhen ZHA NG Y o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Binzhou 256600, China

[Abstract] Ultrasound-guided 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TAPB) is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and safe

method of nerve block,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erioperative pain caused by the abdominal surgery and be suit鄄
able for supplemental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in a variety of abdominal operations. In recent years,TAPB has been an
effective method in multimodal analgesia, which can reduce the stress react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reduce

the dose of anesthetics,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so then it fit with
the comfort medical treatment advocated at present.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and reading, the author reviews the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drug selec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APB,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A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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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渊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袁

下腹横肌平面阻滞渊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袁

模式袁侧重于学科综合性配合的围术期一种管理方式袁

镇痛的方法之一遥 超声引导下的 TAPB 操作较简单尧

ERAS冤是中国目前着力推进的围术期医学管理的新
主要内容就是将患者因手术引发的应激反应降低袁可

TAPB冤技术现已作为腹部手术常用的围术期多模式

效果确切尧并发症发生率低曰能够减少术中全麻药物

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袁降低重症医学科的入

用量袁提高镇痛的评分指数袁另外还可用于慢性疼痛尧

住率尧医源性消耗袁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和再入院率遥 科

癌痛等治疗遥 本文就 TAPB 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解剖

学有效的术后疼痛管理是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环节袁
是真正实现 ERAS 的必备条件遥 最近几年袁在麻醉与

特点尧药物选择尧临床应用尧应用进展等综述如下遥

外科领域袁人们愈发重视多模式镇痛这一概念渊Multi鄄

1 腹横肌平面阻滞

modal analgesia袁MMA冤遥 所谓多模式镇痛是指同时使用

1.1 腹横肌平面的解剖特点

不同的镇痛方法与药物进而使镇痛效果提升袁同时减

前腹壁包括四块肌肉院腹直肌尧腹外斜肌尧腹内斜

少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袁减轻因使用阿片类药物导

肌和腹横肌遥 前腹壁的壁层腹膜尧肌肉组织尧皮下组织

致的不良反应遥 近年来袁随着超声技术的推广袁超声引导

与皮肤是通过第一腰神经前支和 6 组下段胸神经

银

通讯作者

渊T7~T12冤进行支配的袁T7~L1 神经穿出椎间孔后袁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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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壁肌肉穿过袁沿腹横肌与腹内斜肌的间隙中平行分
布袁在腋中线周围反射出侧腹壁被皮支支配的皮肤感

能不存在[4]遥 在阻滞的过程中极易出现感染尧腹内脏器

受损尧血管内注射尧腹腔内注射及肌内注射等一系列

觉遥 在腹横肌与腹内斜肌这两种不同的肌肉组织之间

不良反应袁现因超声技术的广泛应用袁传统的盲穿法

的孔隙称为腹横肌平面袁即 TAP袁向其中注射局部麻

已极少使用遥

醉药袁将在其分布的神经阻滞麻醉方法称为腹横肌平

面阻滞渊TAPB冤遥 按照此解剖理论的内容袁将局部麻醉

1.3 超声引导下的 TAPB
超声引导下的 TAPB 能够保证定位的准确性尧观

药注射至腹横肌与腹内斜肌间隙就能够阻滞由 L1 与

察药物的扩散情况及初步判断镇痛效果遥 Hebbard 等[5]

膜的神经传入 遥 Rozen 等 进一步在尸体解剖基础研

明袁在超声的辅助下能够将腹壁解剖的情况清晰的显

T7耀T12 进行支配的前腹壁表皮尧皮下组织尧肌肉和壁腹
[1]

[2]

在 2007 年时第 1 次对超声引导下的 TAPB 进行阐

究上证实袁腹横肌与腹内斜肌这二者间的确具有相应

示出来袁使皮肤到腹腔的不同组织结构清楚的显现出

的筋膜间隙袁 而其中就有神经分布曰T6 从白线的外侧

来袁同时在超声图像中袁因组织成分的不同袁脂肪尧肌

周围穿进腹横肌平面袁T7耀T9 至白线的距离逐渐递增袁

肉尧神经及血管等同样能够清楚的显现袁同时与穿刺

可知袁就是因为此种神经分布的特征才得出多名研究

使 TAPB 进行可视化操作袁可以随时辨别出穿刺的深

T9耀L1 神经是从腋前线的外侧穿进腹横肌平面遥 由此

针产生的图像完全不同遥 所以袁通过超声的辅助袁能够

学者的结论袁 即 TAPB 仅适合应用于下腹部手术曰实

度与方向以及药物注射之后的具体扩散情况袁能够极

际上袁对于腹横肌平面而言袁即便神经节段不同袁它们
也并非独立存在袁它们之间存在普遍的分支和交通袁

大提升 TAPB 实施的成功率袁进而使镇痛效果达到最
大化袁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穿刺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

特别是在 T9耀L1 之间组成的腹横肌平面神经丛袁而且袁

重程度遥 如今袁超声引导下的 TAPB 多使用两种方法院

肌平面间隙内上下扩散袁使阻滞范围向上下神经节段

证实袁后入路 TAPB 多适用于下腹部的手术遥 斜肋下

当注入的局麻药达到合适的容积时袁药物可以在腹横
扩散袁所以单次注射局麻药进行 TAPB 可阻滞多个节
段水平遥

1.2 传统的 TAPB

包括肋缘下入路与 Poterior 后部入路遥 多项研究能够
入路主要提供上腹部和下腹壁镇痛遥 现可根据手术部
位的不同选择不同入路的 TAPB袁如院在开放阑尾切除
术中袁可选用后入路或侧入路遥

自 2001 年 Rafi 首次描述经 Petit 三角渊Trangle of
[3]

petit冤进针将药物送达 TAP 可产生腹壁镇痛的效果袁

1.4 TAPB 的药物选择及剂量
通常袁TAPB 使用的局麻药物多采用的是布比卡

广泛应用于临床遥 其提倡在 Petit 的腰三角处使用神

因与罗哌卡因袁不过罗哌卡因属于一种长效的酰胺类

经阻滞袁Rafi 建议使用钝针和单一的突破感识别腹内

麻药袁其镇痛和麻醉的效果较好袁能够产生较长时间

斜肌和腹横肌之间的肌间平面袁 一个包含第 7 至第

的药效遥 根据药理学研究证实袁对于心血管及中枢神

神经的间隙遥 TAP 阻滞具体步骤为院首先确定 Petit 三

于感觉及运动功能的分离阻滞较为显著 [6]袁目前普遍

前边袁背阔肌前沿作为后边缘而形成的一种接近于三

3 mg/kg 的罗哌卡因袁其在血浆中的浓度能够达到 2.2

11 肋间神经尧肋下神经以及髂腹股沟神经和髂腹下

经系统而言袁罗哌卡因能够产生的毒性很小袁同时对

角袁Petit 三角的下边为髂嵴袁而腹外斜肌的边缘则是

应用于临床遥 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袁TAP 注射剂量为

角形状的一块区域遥 髂嵴的上方袁腋后线上面的 Petit
三角区域是与皮肤进针的方向垂直袁识别到落空感时

就代表穿刺针已经位于 TAP 层遥 首次落空感即为穿

刺针将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间存在的筋膜层穿透时袁
再次感受到落空感就代表穿刺针成功将腹内斜肌筋
膜层穿透接触到 TAP 层遥 对于肥胖患者而言袁极易出

现 Petit 三角定位不成功的情况袁 对于并不十分显著
的穿刺突破感袁会造成这种盲穿法阻滞的失败遥 此外袁

在 17.5%的患者中袁由于腹外斜肌覆盖背阔肌袁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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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g/mL袁存在一定的局麻药中毒的危险[7]遥 此外袁还有
研究显示袁 超声引导下的 TAP 能够准确地进行组织

定位袁具有极高的安全性袁如果注射的罗哌卡因浓度
为 0.5%袁 即能够有效减轻患者在腹部手术后产生的

疼痛[8]遥 对于局麻药物产生的阻滞作用方面袁容量与浓

度对于阻滞效果较为重要遥 不过对于 TAP 技术而言袁

尽管皮神经具有相对较大的分布面积袁但神经纤维较
为纤细 [9]袁导致大部分手术均会进行双侧的 TAPB袁行
TAPB 时袁局麻药与组织接触面积大袁难以把握药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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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时间与浓度袁可能造成局麻药血浆浓度过高导致局

延长神经阻滞作用时间尧提高安全性的作用袁但佐剂

麻药毒性反应遥 所以袁局部麻醉药的容量与浓度一定

的用量尧作用时间仍需大量临床试验进行验证遥

要达到一个较为适当的平衡状态才能使效果更加理

1.5 TAPB 的风险

想遥 此外袁部分研究显示袁儿童在进行腹股沟疝修补手

TAPB 的并发症包括局部麻醉药中毒尧内脏损伤尧

术时通过注射浓度为 0.15%的布比卡因进行 TAPB袁

腹腔内注射尧神经缺血尧血管内注射尧感染尧股神经麻

大的容积袁在手术后的 1 h 内出现较少镇痛不足情况袁

下袁由于操作不熟练等在 TAP 内过度移动穿刺针会增

基于安全剂量与有效剂量的条件下袁布比卡因具有较
6 h 内具有较长的镇痛持续时间袁 可有更好的镇痛效

痹尧阻滞失败等[17]遥 盲穿法现已极少使用袁在超声引导
加神经和血管损伤的风险遥 在针头相关的不良事件方

果 遥 多项试验评估了局部麻醉药的血浆浓度袁如罗

面袁如针头外伤刺破腹壁血管遥 最近报道的一例HELLP

最大血浆浓度平均时间范围为 10耀35 min遥然而袁随着

在实施腹横肌平面阻滞时袁针尖会无意中穿过腹横肌

[10]

哌卡因尧左布比卡因和布比卡因遥 大量实验报道袁达到

综合征的产科患者出现了腹壁血肿渊自愈性冤[18]遥 此外袁

局麻药剂量的增加袁最大血浆浓度呈现明显的剂量依

和腹膜袁从而造成腹膜破裂和内脏损伤遥 有趣的是袁如

赖趋势遥但是袁达到最大血浆浓度的时间是恒定的遥尽

果针尖恰好位于腹横肌和腹横筋膜之间 渊不刺穿腹

管在许多病例中袁局麻药血浆水平常超过已知的毒性

膜冤袁局麻药注射可导致股神经短暂阻滞袁因髂筋膜构

阈值袁 但似乎只有少数患者显示出局麻药毒性的迹

成腹横筋膜后外侧延拓遥 上述并发症强调了在超声引

象遥 这可以解释为袁在多项试验中袁患者在血浆浓度达

导下进行腹横肌平面阻滞治疗时袁对整个针头长度进

到最大时均处于全身麻醉状态[11]遥

行可视化检查的重要性[19]遥 由于腹横肌平面阻滞需要

麻药而发生毒性反应袁临床研究一直试图将辅助药物

身毒性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袁特别是对于老年

加入到局麻药里进而降低局麻药在血液中的浓度袁使

患者或肌肉质量下降的患者遥 有多篇报道称袁在腹横

其安全性提升尧药物的组织浓度提升尧药物的作用时

肌平面阻滞中使用渊左旋冤布比卡因渊2.7耀2.9 mg/kg冤

由于要防止 TAPB 过程中因使用过高浓度的局

[12]

间延长遥 右美托咪定 为一种具有高选择性的新型的
琢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袁其作用主要包括镇痛尧

阻滞交感尧抗焦虑尧催眠及镇静等袁使围术期患者的应
激反应得到有效缓解尧 保持更加稳定的血流动力学
等袁同时不会出现抑制呼吸的并发症遥 有研究表明袁在
局麻药中加入右美托咪定进行臂丛神经阻滞 尧椎管
[13]

较大的注射量袁而且经常是双侧进行袁局部麻醉的全

和罗哌卡因渊4.9耀7.9 mg/kg冤后袁局麻药的全身毒性发
生率增加遥 在这些病例中袁麻醉医生没有使用肾上腺

素辅助减少局麻药的血浆吸收[20]遥 现如今袁因手术需
求袁大多数手术麻醉方式需行双侧腹横肌平面阻滞袁

需大量局麻药袁如何监测行 TAPB 时大剂量应用局麻
药后的血浆浓度袁从而避免发生局麻药中毒反应仍需

内麻醉及椎旁阻滞 [14]袁能够使阻滞效果提升袁作用时

进一步探讨遥

TAP 阻滞在延长剖宫产术后镇痛效果中的作用袁结果

2 TAPB 的临床应用

显示复合可乐定组的镇痛时间明显长于单纯布比卡

为了突出当代证据袁建议基于今年来发表的系统

因组袁术后双氯芬酸平均消耗量也显著减少遥 地塞米

综述或元分析遥 在近期没有此类综述的情况下袁笔者

松属于一类作用时间较长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袁在提

从随机对照试验的累积数据中得出结论遥 然而袁只有

升应激反应尧抗休克尧抗过敏尧抗免疫尧抑制内毒素及

发表在已出版索引期刊上的试验保留用于分析遥 采取

抗炎方面均有较高的效果遥 Kartalov 等 对行单侧腹

这一预防措施是为了尽量减少在较低层次期刊上发

米松加入浓度为 0.5%的罗哌卡因里袁也得到了地塞

2.1 术后镇痛

米松的加入能够将镇痛效果提升的结论袁同时能够使

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

VAS 评分降低尧阿片类药物使用量减少袁并能降低手

快感觉和情感体验袁或具有感觉尧情绪尧认知和社会层

定尧地塞米松等均可作为佐剂加入局麻药中袁从而起到

药作用或手术结束之后即可被感知袁一般持续 3耀7 d袁

[15]

间延长遥 另外袁Singh 等 研究了布比卡因复合可乐定

[16]

股沟疝手术的患者进行 TAPB 的过程中袁将 4 mg 地塞

术后发生恶心尧呕吐发生率遥 总之袁右美托咪定尧可乐

表的较弱研究影响遥

面的痛苦体验[21]遥 通常袁因手术引发的疼痛会在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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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其定义为伤害性疼痛遥 一旦没有很好控制急性疼

有三项研究对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进行了相同的研究遥

痛袁很有可能会变成慢性术后疼痛遥 较好的术后镇痛

总的来说袁结论几乎一致遥 在开放阑尾切除术中袁腹横

能够使患者体内的平衡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持袁降低并

肌平面阻滞已经证实可减少静态和动态的术后疼痛

发症发生率遥 而有效的镇痛手段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袁

评分遥 相比之下袁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中袁两项试验的

同时与疼痛级别尧创伤范围及手术方法等有直接关系遥

结论是腹横肌平面阻滞在多模式镇痛中几乎无优势遥

在 ERAS 这一概念被提出后袁 术后镇痛也就变成了

然而 Tupper-Carey 等 [28] 在第 1 个 12 h 内袁通过肋下

的壁层腹膜尧肌肉及皮肤的痛感减轻袁不过对于内脏

由于侧入路对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益处极小袁因此袁

与脏层腹膜引发的痛感却不具备显著效果 遥 所以袁通

其取得的结果可能要归功于肋下腹横肌平面阻滞遥 但

的使用量减少尧镇痛效果更明显遥

滞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中的作用遥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RAS 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遥 TAPB 能够使阻滞区域
[22]

腹横肌平面袁获得了静态和动态疼痛评分减少的结论遥

常会将 PCIA 和 TAPB 联合应用袁才能使阿片类药品

基于目前的知识与证据袁不支持侧入路腹横肌平面阻

Khan 等[23]研究表明袁TAPB 对于实行腹腔镜胆囊

阐明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中肋下或后入腹横肌平面

手术后的患者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袁而相较于后部入

阻滞的潜在优势遥 另有研究通过三项随机试验比较了

路而言袁肋下入路的镇痛效果更好袁两组患者对于镇

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和在接受下腹部手术渊即

痛效果都十分满意遥 此外还有研究证实袁相较于局麻

输尿管膀胱造瘘术尧疝修补术尧睾丸固定术尧脑积水切

药切口浸润阻滞而言袁TAPB 能够显著减轻产妇剖宫

除术尧睾丸扭转术冤的儿童中的尾侧阻滞遥 在两项试验

产后的疼痛程度 [24]袁药效时长延长超过 2 倍袁同时提

中袁与尾侧阻滞相比袁腹横肌平面阻滞有显著优势[29]遥

术袁并发症发生率为 0.3%袁且非常轻微遥 另外袁基于目

神经阻滞方式遥 但是袁这种麻醉方式仍存在问题需要

腹横肌平面阻滞袁需要进一步试验确定侧入路腹横肌

剂量曰如何监测行 TAPB 时大剂量应用局麻药后的血

高患者满意度遥 有报道指出袁TAPB 可应用于儿童手
前的知识袁不建议在腹腔镜子宫切除术中使用侧入路

平面阻滞对于行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患者的益处 遥 尽
[25]

TAPB 作为目前安全有效的尧且使用较广泛的一种

进一步研究[30]袁如何选择针对不同手术局麻药种类与

浆浓度袁从而避免发生局麻药中毒反应曰如何管理持

管目前的证据支持侧入路腹横肌平面阻滞用于开腹

续性镇痛的药物维持剂量及导管的置入曰可否与神经

子宫切除术的优势袁还需进一步研究袁以确定这些益

刺激仪联合应用袁从而提高神经阻滞的精确性袁减少

处是否仍然存在于多模式镇痛方案中遥总之袁TAPB 可

局麻药与组织接触面积曰对于相同手术袁与硬膜外阻

以作为一种术后镇痛效果较有优势的方法袁已有多项

滞相比是否具有相同疗效等遥

实验研究证实袁特别是患者处于穿刺区域感染尧凝血
功能异常尧循环不稳定等无法进行 PCEA 的条件下遥
2.2 与全身麻醉复合应用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袁腹横肌平面阻滞一直是相当
多学者研究的主题遥 为了契合 ERAS 管理新模式袁多
模式镇痛得到广泛应用遥 腹部手术创伤大袁手术疼痛

将全身麻醉和 TAPB 联合使用袁在手术过程中麻

使患者无法早期活动袁且诱发机体应激反应不利于术

醉药品使用量减少袁对于围术期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保

后康复袁因此优化麻醉方式对改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遥

持稳定十分有益袁尤其是对于免疫力较低的老年人或

腹部皮肤尧肌肉和壁腹膜的感觉神经支配主要来自于

危重患者遥 陈鹭等[26]将接受开腹肝切除术的老年患者

T7~L1 神经袁这些神经经腹壁外侧袁通过腹内斜肌和腹

50 例随机分成 TAP 组和对照组袁所有患者均采用标

横肌之间的筋膜平面到达腹壁前侧袁沿途分支支配腹

准麻醉诱导袁2%耀3%七氟醚吸入维持麻醉袁TAP 组在

前外侧壁各肌肉袁其皮支分布于相应区域的皮肤遥 通

超声引导下进行双侧 TAPB遥结果显示袁TAP 组阿片类

过腹横肌平面阻滞给予药物能够获得效果较好的围

药物使用量减少袁苏醒时间缩短袁获得了更为满意的
[27]

术期镇痛袁 且在全麻手术中联合腹横肌平面阻滞袁可

麻醉效果遥 曹寅等 研究表明袁实施腹横肌平面阻滞

以缓解腹部手术术后疼痛袁减轻皮肤尧肌肉尧壁层腹膜

会使行全麻腹腔镜手术的高龄患者发生 POCD 的风

的疼痛遥 这种麻醉方式既能提供良好的围术期镇痛袁

侧入路腹横肌平面阻滞对开放阑尾切除术的益处袁还

常见的 TAPB 局麻药物是罗哌卡因与布比卡因袁

险降低遥 到目前为止袁有三项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证实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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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院 Abdominal wall blocks[J].Reg

由于罗哌卡因对于心血管系统毒性较小袁目前在临床
上应用最广泛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局麻药复合应用佐剂
能够延长神经阻滞时间尧减少局麻药毒性反应发生率袁

[4]

但佐剂用于延长腹横肌平面阻滞的最佳剂量尧给药方

经麻痹等相关风险袁超声技术的引进能够准确定位组

[5]

织尧肌肉尧血管等解剖结构袁减少上述风险的发生袁提
高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遥
围术期麻醉管理面临巨大挑战袁阿片类药物的使

[6]

用会引起患者呼吸抑制尧恶心呕吐尧皮肤瘙痒等并发
症袁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表明袁全身麻醉联合 TAPB

可减少麻醉药物袁尤其是阿片类镇痛药物的用量袁疼

[7]

发生尧缩短住院时间尧促进患者康复遥 老年人脑内阿片
除能力下降袁直接导致老年患者对麻醉药物的耐受性
和需要量明显降低袁因此合适的麻醉方式显得尤为重
要遥TAPB 联合全身麻醉袁能够提高老年人围术期血流
动力学的稳定性袁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代谢袁减轻对肝
肾功能的损害遥 随着 ERAS 模式的发展袁术后镇痛变
成了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袁TAPB 能够明显减轻患者

腹壁皮肤的疼痛袁但术后 TAPB 镇痛置入导管的管理

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遥 除了术后疼痛评分和阿片类药
物消耗突破外袁未来的随机对照试验应考虑包括成本
分析和住院时间等遥
腹横肌平面阻滞作为应用较广泛的神经阻滞技
术袁大量研究证明了其优势袁但与其他麻醉方式的比
较袁如院硬膜外麻醉尧腰方肌阻滞尧髂腹股沟及髂腹下
神经阻滞尧胸椎旁阻滞等袁仍需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
验证实最适合手术的麻醉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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