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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动物临床实践中的基础局部麻醉阻滞
局部麻醉益处良多
• 	
局部麻醉剂完全阻断了痛觉的传导和传递。这意

• 使用局部麻醉技术也减少了小动物麻醉造成的死

味着不会出现中枢敏化，进而不会出现手术后的持
续疼痛（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 局部麻醉剂应被视为每个麻醉计划的一部分。详

亡率（Ｒｅｄｏｎｄｏ ２０１９）。
• 使用局部麻醉技术的禁忌症非常少。但是也要在
使用前计算最大剂量来避免局部麻醉剂的毒性（所
使用的局部麻醉剂总剂量）。
• 注射前应回抽确认针头位置，以避免血肿和意外
的静脉注射。应确保注射时没有阻力，以防止损伤
到神经。
		
• 在临床上会布比卡因和利多卡因混合使用，以期
加快布比卡因的起效时间和增加利多卡因的作用时
间。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有效，而且
布比卡因的作用时间反而可能会在混合后减少。

见＇是否有可以使用的局部麻醉阻滞？'（信息图１和
信息图２）。
• 局部麻醉剂在治疗急性疼痛上属于第一梯队。与
阿片类药物和非甾体抗炎药（ＮＳＡＩＤｓ）一起，它
们能提供多模式和预防性镇痛。
• 局部阻滞通常是简单的和有性价比的。大多数操
作只需要一个注射器、一根针和局部麻醉剂。
• 局部麻醉技术提供了良好的肌肉松弛和围手术期
镇痛；减少了麻醉剂和阿片类药物的需求，同时削
弱了手术的应激反应，并改善了麻醉的苏醒
(Ｒｏｍａ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Ｗａｒｒ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减少麻醉
剂的使用可以减少全麻药对心肺的影响，从而提高
		
麻醉安全性。

表１ － 兽医麻醉和疼痛管理中常见的局部麻醉剂
局部麻醉剂

利多卡因

起效时间（分
钟）＊＊

常用浓度（％）

阻断持续时间（ｈ）＊＊

建议的最大剂量（ｍｇ／ｋｇ）

1

5 - 15

1, 2

1-2

8

1

5 - 15

1, 2

1.5 – 2.5

4

1

布比卡因

10 - 20

0.25, 0.5, 0.75

4-6

2

罗哌卡因

10 - 20

0.5, 0.75

3-5

3

左布比卡因

10 - 20

0.5, 0.75

4-6

2

甲哌卡因

＊注射量因技术、个体解剖结构和体重而异。例如，０．２５－１毫升的注射量用于牙科局部阻滞，而腹腔内局部
麻醉则使用使用２毫克／公斤的布比卡因。＊＊作用的开始和持续时间可能因技术、药物浓度、注射剂量、与神
1
经的接近程度等因素而不同。 表示有兽药许可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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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动物临床实践中的基础局部麻醉阻滞

临床怪象：局部麻醉剂虽易得，却不经常运用
		
• 世界小动物兽医协会全球疼痛委员会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区，局部麻醉剂
都很容易获得。然而，它们的使用频率却低于其
他镇痛治疗方式。制约局部麻醉剂使用的主要因
素是缺乏使用这些药物的相关知识。
•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局部麻醉十分有效且易

操作，但它并没有用于小动物的围手术期疼痛的
常规治疗，这是一个福利问题。
• 基本的局部麻醉技术应该被常规使用，这将给

犬和猫带来巨大的福利。

日常工作中简单、经济、实用的
局部麻醉技术
绝育手术和／或腹部手术
－ 腹腔内镇痛和切口麻醉（信息图１和信息图２）
• 世界小动物全球疼痛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腹腔内

（ＩＰ）镇痛和切口麻醉的简报，其中包括这些技术在
小动物实践中的临床建议和一些证据。（Ｓｔｅａ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以下是这些建议的总结：
◦ 这些技术应该用于任何类型的腹部手术，特别
是在镇痛剂短缺或无法使用的情况下，采取无
		
菌状态和全身麻醉。
		
◦
		 这些技术应作为其他镇痛剂的补充（而不是替
		代），如非甾体类抗炎药。例如，腹膜内镇痛
和切口麻醉应作为多模式镇痛计划的一部分
		 （Ｂｅｎｉ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建议的剂量为布比卡因２ｍｇ／ｋｇ，利多卡因８ｍｇ／
		
ｋｇ。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药物，则在切口处使用
		
		 总量的四分之一，剩余的量用于腹膜内镇痛。
		
		◦ 在猫和小型犬中，０．５％的布比卡因可以用生理盐
		 水等量稀释，以增加腹腔注射的液体量。给药前
		
◦
		
		
		◦
		
		
		◦
		
		
		
		

的最终浓度可稀释至０．２５％(Ｂｅｎｉｔ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基于预防性镇痛的理念，术前给予切口麻醉比术
后使用要好(Ｓａｖｖ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切口麻醉是通过用局部麻醉剂浸润伤口或手术区
域的皮肤来完成的。这种技术最常用于剖腹手术，
但它也可用于任何皮肤缝合。例如，在放置胸管
和类似手术上。
有一个迷思是，切口在局部麻醉剂浸润后会更容
易开裂。这个所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科学证据的
支持。在一项研究中，通过切口麻醉进行截肢的
狗和猫，它们的伤口开裂率或切口感染率并没有
增加(Ａｂ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猫的切口麻醉阻滞可以在以下网站观看：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４３Ｋｍ４６ＷＪ２ｚＩ
		
• 为了进行腹腔内镇痛，在卵巢切除术中在切除卵
		
		
巢和子宫之前，将局部麻醉剂泼洒在卵巢韧带和子

宫颈上。该技术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以避免腹
部器官撕裂或穿刺和腹膜炎。
• 猫的腹腔内镇痛阻断可以在以下网站观看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ｅＬａ１ＵｘＷｂｏｈ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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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内阻滞（信息图３）

• 最可靠的方法是使用软导管（例如２２Ｇ １．８＂），通

• 睾丸内阻滞适用于进行阉割的狗和猫。这种阻

过牙龈粘膜进入眶下管，并推进软导管直到其尖端大
约与眼外侧所连直线垂直的位置（Ｖｉｓｃａｓｉｌｌａｓ等人，
２０１３）。
• 在短头颅的狗和猫中，其眶下管很短。在这些情况
下，２５或２７号针头可能更合适。需要注意的是，不要
将针头推进太远，以防止刺入眼睛。
• 利多卡因（短效）和布比卡因（长效）的注射量从
０．２５毫升（小型患者）到０．５毫升(中型和大型患者)。
• 不使用软导管的口腔内注射技术可以在以下网站学
习：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Ｈ３Ｌ１ＬＨＢｃＭ－ｇ

断可以减弱手术引起的应激反应，减少术中和术
		
后的疼痛以及对镇痛的需求。在手术过程中，吸
入性麻醉剂的需求也会减少（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Ｈｕｕｓｋｏ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Ｐａｒ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Ｋｕｓｈｎｉ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 在全身麻醉和无菌条件下，将２３－Ｇ或２５－Ｇ针
头插入睾丸实质内。一般来说，雄性猫和小型狗
		
每个睾丸大约需要０．２５－０．５毫升２％的利多卡因，
而中型或大型狗每个睾丸则需要０．７５毫升。

犬和猫的两种主要牙科神经阻滞

在临床实践中应用这些技术之前，参考狗和猫头
骨解剖结构将有助于学习和定位。拔牙时可以进
行双侧神经阻滞。在用药前应计算所有阻滞的局
部麻醉剂的最大剂量（信息图１）。

- 眶下神经阻滞（信息图４）
• 眶下神经是上颌神经的一个分支，为上颌牙和

侧牙龈提供感觉神经。
• 上齿槽神经的尾部在进入眶下管前与眶下神经
分叉，而上齿槽神经的中部在该神经进入眶下管
后分叉。
• 上齿槽神经的嘴侧在离开眶下管前分叉，涉及
犬齿和门齿。
• 在眶下孔注射局部麻醉剂应能阻断犬齿、门齿
和前臼齿（但不能阻断第四前臼齿和臼齿）。
要阻断这些牙齿需要进行上颌神经阻断，但效果
不太理想（Ｐａｓｃｏｅ ２０１６）。

- 下牙槽神经（下颌）阻断（信息图５）
• 这种技术可以消除下颌骨中牙龈和牙齿的感觉。下

牙槽神经产生于下颌神经的腹侧分支。它通常在接近
进入下颌孔的地方被阻断。
• 使用口腔内的路径，可以在下颌骨的内侧触及神经，
就在下颌骨的喙侧。在狗身上明显，但在猫不明显。
对于口强内和口腔外两种路径，针头都是从下颌骨的腹
侧边沿下颌骨的内侧表面经皮推进，直到与下颌孔水平。
对于口腔内方法，可以用另一只手在口内触摸到靠近神
经的针尖。
• 在狗身上，下颌骨腹侧边缘的凹陷（即血管切迹）
是针头放置的良好定位，但这种凹陷在猫身上不常被
		
注意到。
• 利多卡因（短效）和布比卡因（长效）的注射量从
０．２５毫升（小型患者）到０．５毫升（中型和大型患者）。
• 口腔外技术可以在以下网站观看：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２ｑ８ｎｄｈ５Ｂｎ６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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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动物临床实践中的基础局部麻醉阻滞

总结
局部麻醉剂与阿片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一起，是
急性疼痛治疗的第一梯队，应该在日常实践中经常
使用。
局部麻醉剂能带来很多好处，包括镇痛、肌肉放松、
减少麻醉剂和镇痛剂的需求。有一些简单、实用和
性价比高的局部麻醉技术，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临
床实践上。特别是在镇痛药物供应有限的国家，在
多模式镇痛中加入局部麻醉技术可以改善围手术期
的镇痛，提高狗和猫的动物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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