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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围术期中的应用 *
赵春梅，刘春慧 **
(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南通 226001)

[摘

要]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上消化道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围术期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食管、胃黏膜下隆起病变行 ESD 患者 84 例，随机分两
组，各 42 例。对照组围术期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围术期实施加速康复外科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评分、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胃管留置时间、首次开放饮食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平均住
院时间和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术前 HAMA 评分、术后留置胃管时间、首次进食与下床活动时间、平均
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均 P<0.001)，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01)，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通过对 ESD 患者实施加速康复外科相关措施，形成规范的加速康复护理路径，减
轻患者术前焦虑、加快其康复，从而真正体现内镜下微创手术较传统手术的优越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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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康 复 外科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也称“快速康复外科”，是外科医学领域的一

1

对象与方法

个新理念和新实践，其采用一系列基于循证医学的

1.1

证据优化传统围术期治疗模式，减少手术患者围术

1.1.1

期对创伤的应激并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1-3]

。

消化道黏膜下肿瘤泛指一类 来自黏膜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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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符合《消化道
黏膜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专家共识》适应证

( 非黏膜组织 ) 的消化道病变，随着胃肠镜检查的普

中的上消化道黏膜下隆起病变，术后常规留置胃管 ；

及和超声内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无症状消化道黏

既往无严重的心、肺、肝疾病，血液病，凝血功能障碍

[4]

膜下肿瘤患者被发现 。近年来，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以及服用抗凝剂凝血功能未纠正情况 ；精神状态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是目前 治 疗

好，无认知功能障碍 ；入组患者均由患者或家属签署

胃肠黏膜病变的微创方法，主要用于治疗早期胃肠道

《加速康复外科知情同意书》。

肿瘤患者清晰且平坦的病变黏膜，能达到与手术治

1.1.2

疗同样的效果，提供准确的病理诊断分期，减少手术

(2) 有严重心、肺、肝疾病，血液病，凝血功能障碍及服

创伤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具有术中出血量少、术后

用抗凝剂凝血功能未纠正者 ；
(3) 合并认知功能障碍

康复快的特点，因此 , 近年被广泛应用在胃肠道疾病

或肿瘤发生转移等其他原因不适合行 ESD 者 ；
(4) 对

早期诊治过程中

[5-6]

。但 ESD 手术较普通内镜治疗

排除标准

(1) 年龄≥80 岁不能耐受麻醉者 ；

加速康复方案中任一项措施有禁忌者。

耗时相对较长，清醒状态下患者难以耐受，特别是上

1.2

消化道手术过程中分泌物以及胃腔内血性液体、染色

按预先生成的随机数表随机分为两组，各 42 例。两

剂等易造成患者呛咳、误吸或窒息等，一般需在全身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变部位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

麻醉和气管插管状态下进行。ESD 作为侵入性操作

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加之术中麻醉药物应用、保温措

1.3

施、患者应激反应、营养状况等因素均会影响患者术

1.3.1

[7]

分组方法

行上消化道 ESD 术患者共 84 例，

护理方法
对照组

(1) 术前告知手术相关知识、让患者

后康复 ，故需要在内镜、护理、麻醉多学科融合的新

或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
(2) 术前禁食 12 h，禁水

模式下进行，同时需要做好围手术处理。

8 h；
(3) 手术时间较长者常规放置尿管，术后第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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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n, x±s)

性别

短，因此多数患者对该技术缺乏一定的认知度，加之

病变部位

对疾病的恐惧、担忧等，术前极易出现焦虑情绪，实施

胃间质瘤 食管黏膜下早癌

医、护、麻共同参与的有效心理疏导极为重要。首先

组别

n

对照组

42 24 18 69.45±15.09

31

11

由内镜医师负责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手术过程及

观察组

42 21 21 66.64±18.00

32

10

风险，通俗易懂地讲解内镜治疗计划，当面解答患者

年龄 / 岁

男 女

t 值 /χ2 值

0.431

0.775

0.063

P值

0.512

0.440

0.801

对内镜治疗的担忧和疑问 ；麻醉师全面评估患者，选

拔除 ；
(4) 术中使用常温生理盐水冲洗创面 ；
(5) 术后
根据患者意愿下床活动或在护理人员协助下被动活
动；
(6) 术后禁食、禁饮 48~72 h 后无并发症可适当饮
水，循序渐进流质饮食；
(7) 疼痛无法忍受时给予对症
处理。
1.3.2

观察组

通过循证将 ERAS 理念运用于 ESD

围术期患者，借助医疗、护理、麻醉、患者及家属等通
力合作，有效减轻患者围术期创伤、应激和痛苦，减
少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提升患
者满意度。
1.4

组建医、护、麻多学科联合项目小组

选择一

名副主任护师职称的护理人员担任项目小组组长，负
责总体部署和协调，对参与人员进行严格考核筛选，
组建医、护、麻联合项目小组，共同设计项目技术路线
图、制定各部门小组成员的职责和工作目标、完成数
据收集并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上消化道 ESD 围术期
ERAS 护理路径。
1.4.2

各部门分组培训

采取 PPT 授课、现场演示、

PBL 床边教学、多学科联合查房等方法，对参加项目
小组的所有人员进行集中、同质的 ERAS 策略的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 ：ERAS 的概念，实施 ERAS 策略
的具体方法和评价指标，多形式、个性化的健康宣教
模式，各部门间无缝隙交接确保患者安全，鼓励患者
及家属全程参与等。
1.4.3

制作图文并茂的宣教材料

由于患者年龄、

文化水平、理解接受能力和配合程度等差异，我科自
制了图文并茂的宣教手册和电子宣教屏进行滚动播
放，针对 ESD 手术过程、胃管在消化道内的走行及管
道的作用、各种治疗饮食的图谱、缓解术后口干的有
效举措等，进行图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采取口头讲
解、健康教育图文材料与电子设备相结合的方法，分
别在患者术前、术后分层次、有计划地进行相关知
识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宣教，让患者和家属直观地了
解、主动地配合、积极地参与到 ESD 围术期中。
1.4.4
1.4.4.1

实施 ERAS 策略
术前

术的时间、地点及术前注意事项，必要时可带领患者
观摩手术室以熟悉环境，减轻患者对手术室恐惧 ；责
任护士帮助患者了解 ERAS 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家属
知晓需配合事宜、促进康复的相关措施和各阶段可能
需要的时间等，更重要的是让患者明白其自身在康复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循证选择使用汉密尔顿焦
虑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评分表，动态评估
患者焦虑程度，实施针对性的心理疏导。(2)胃肠道充
分准备 ：实施 ESD 治疗前需禁酒 2 周，停服阿司匹林
类药物 1 周，取出义齿 ；根据 ERAS 专家共识及路径

ERAS 的护理策略

1.4.1

择合适的麻醉方式 ；内镜护士进行术前访视，
告知手

(1) 宣教指导：我国开展 ESD 术时间较

管理指南建议：除合并胃排空延迟、胃肠蠕动异常、急
诊手术等患者外，提倡禁食时间延后至术前 6 h，禁饮
时间延后至术前 2 h，术前推荐口服含碳水化合物的
饮品，通常在术前 10 h饮用 12.5%碳水化合物饮品(包
括糖水、无渣果汁、碳酸类饮料)800 mL，术前 2 h饮用
≤ 400 mL[8]。(3) 术前排空膀胱，一般不放置尿管或麻
醉清醒后即拔除。(4) 气道管理 ：吸烟患者禁烟 2 周，
以减少呼吸道分泌物和胃酸分泌，防止麻醉时呼吸抑
制及术后肺部感染。
1.4.4.2

术中

(1) 手术间保持 24~26 ℃环境温度 ；

(2) 对消毒巾进行加热、提供小棉被保暖；
(3) 体腔冲洗
液温度控制在 37 ℃ ；
(4) 术中常规监测体温。术中需
保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及时吸除口腔及气管内的分
泌物，防止患者窒息。同时内镜护士娴熟地配合内
镜医师操作的每一个步骤。
1.4.4.3

术后

术毕麻醉师、内镜医师及护士共同护

送患者返回病房，与病房护士详细交接患者术中病情
及术后观察重点。(1) 麻醉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后，根据
病变部位采取合适体位：食管、胃底病变取 30°卧位；
(2) 关注患者感受，及时、有效对症处理疼痛 ；
(3) 气道
护理 ：因气管插管麻醉对气道有所损伤，床边应备吸
引装置，术后要保持患者气道畅通，鼓励患者排痰，
给予翻身、叩背协助排痰，密切观察呼吸及血氧饱和
度；
(4) 早期下床 ：鼓励患者术后早期活动，有利于加
速胃肠道功能恢复，促进肌肉骨骼系统、呼吸系统等多
系统功能恢复，减少因术后长期卧床增加肺部感染、
栓塞等并发症发生率，有效预防肺部感染、压力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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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和深静脉血栓形成 [9-10]。(5) 开放饮食原则：先口服葡

1.4.4.5

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 mL/ 次，1~2 h/ 次，
如患者无不适

体征、腹部体征及引流液的颜色、性状、量 ；观察有无

[8]

加强巡视观察

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

主诉，24 h后给予流质饮食 1 000~1 500 mL/d 。(6) 术

内镜治疗术后并发症：出血、穿孔、感染等先兆；观察

后 24 h 麻醉师、内镜护士进行访视，了解患者手术体

用药疗效及不良反应 ；重视患者的不适主诉，及早干

验及感受，
提供专业指导和宣教，
持续改进工作质量。

预和处理。

1.4.4.4

1.5

自制背心式固定 袋的临床推广

ERAS 理

观 察 指标

在两组患者出院前 1 d 发放医院

念主张术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留置胃管患者术后

自制调查问卷，对医疗护理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调

病情稳定，也需督促其早期下床，但目前临床上缺

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医护人员的态度、技术、专业度、医

少负压引流盒的固定装置，患者下床活动时常用手

院的环境、治疗的效果、病房的环境等，共 20 题，每

托举负压盒，在活动过程中极易发生因不慎牵拉、拖

题得分为 5、3、1 分。非常满意：95~100 分；满意：

拽或负压盒重力影响导致胃管非计划性拔管不良事

90~94 分；不满意：<90 分。

件，床边盲插置管不仅增加患者痛苦，且有误伤手术

1.6

计的背心式固定袋 ( 专利号 ：
ZL 2013 2 0773603.6)，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连续性资料使用x±s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彻底解决这一难点问题，将负压盒及胃管外露部分

检验水准α=0.05。

创面导致出血、穿孔的风险。我科护理人员自行设

统计学方法

妥善固定，由责任护士先进行演示，然后由患者或家
属模仿练习，并由责任护士从旁监督纠正，直至完全

2

掌握。通过临床使用证实，佩戴该固定装置，方便了

2.1

留置胃管患者的早期下床活动，减少患者担心意外拔
管的顾虑，显著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有效
配合患者早期活动，促使患者肠蠕动的恢复，缩短留
置胃管时间，加快了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
表2

结

果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术前 HAMA

评分、术后留置胃管时间、首次进食与下床活动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观察组
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01)，见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 (x±s)

组别

n

HAMA 评分 / 分

置管时间 /h

对照组

42

20.40±2.61

63.64±8.04

观察组

42

10.26±2.39

47.10±8.32

首次进食时间 /d

首次下床时间 /d

平均住院时间 /d

满意度 /%

4.48±0.74

4.70±1.14

14.45±1.33

98.67±2.07

2.24±0.53

1.37±0.53

7.55±0.94

99.90±0.37

t值

18.561

9.268

15.906

17.162

27.468

-3.819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意外拔管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术后康复，
降低患者相关并发症。

在上消化道 ESD 围术期患者中实施 ERAS 理念，未增

ERAS 已在外科许多疾病中成功应用，取得了良

加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无

好疗效，但 ERAS 在消化内镜手术中应用的报道较

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少。本研究采用 ERAS 和常规围术期处理对上消化

表3

两组患者意外拔管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道黏膜下病变行 ESD 术患者相关指标的比较，研究

组别

n

脱管

出血

穿孔

其在消化内镜手术中应用的可行性，找出最适合 ESD

对照组

42

3

2

1

患者的围术期处理方式，建立适合 ESD 围术期的快

观察组

42

χ2 值
P值

3

讨

0

1

1

速康复策略和护理路径，从而缩短患者术后禁食时

1.383

0.000

0.000

间和卧床时间，提倡早进食早活动，降低患者住院时

0.240

1.000

1.000

长、满足 ESD 术的临床护理规范所需、达到促进患者
快速康复的预期。通过研究，我们有以下体会：(1) 术

论

前饮食指导 ：术前指导患者服用碳水化合物能减轻

ERAS 是基于循证医学的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

患者饥饿感，降低患者低血糖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促

表明，
基于ERAS 理

进患者术后康复 [13]。(2) 术中保暖：由于术中患者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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