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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围手术期中的应用进展
1

刘秀荃,陈

鹏,张新宇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 摘要】

哈尔滨,150086)

目前加速康复外科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及可行性,可降低术后急性炎症反应程度,最

大限度地维持胃肠道功能稳定,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加快康复。 本文现就加速康复外科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围
手术期中的应用研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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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为

运而生。 其最大的优点是为术者提供了实时立体的操作视

使患者快速康复,围手术期采用一系列经循证医学证实有效

野,使腹腔脏器解剖层次分明,利于辨识,为术者在高清立体

的优化处理措施,以减轻患者心理、生理的创伤应激反应,从

的视野中完成镜下缝合等精细操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减少了

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再入院风险及死
亡风险,同时降低住院费用 [1] 。 近年,对于 ERAS 在腹腔镜
胃癌 D2 根治术中的临床研究成为新趋势,本研究对此作一
综述,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1

概况
丹麦学者 Kehlet

[2]

首次提出了 ERAS 的概念,具体内容

包括:术前缩短禁食水时间,避免使用鼻胃管;术中尽可能选
用微创手术治疗,以减轻手术引起的应激反应,补液应适量,

手术操作时间 [6] 。 目前国内外多项临床研究表明,3D 腹腔
镜手术操作系统可缩短手术时间,增加有效操作,实现精准
外科手术。 ERAS 在 3D 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中的临床应
用,符合 ERAS 尽可能减少手术创伤的理念。

2

2. 1

ERAS 应用的核心内容

2. 1. 1

术前

健康指导新模式

术前大部分患者会有各种各样的

不良情绪,首选考虑手术的安全问题,其次担心术中、术后疼

避免过度或不足;术后应用多种模式镇痛,以确保镇痛效果;

痛及并发症,甚至部分患者出现过度紧张与害怕,这些都会

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早期经口进食,加快胃肠功能的恢

使机体产生不良的应激反应,影响手术进行及术后快速恢

部分学科的发展。 ERAS 在普通外科领域,最先在结直肠手

预后因素是指导模式的个体化 [7] 。 因此,将腹腔镜胃癌 D2

复。 目前 ERAS 理念已引起较大关注,并影响到外科领域大
术中获得认可。 我国江志伟等 [3] 第一次证实 ERAS 治疗应
于胃癌手术中是安全、有效的。 开启了我国胃癌根治术与
ERAS 临床应用的第一步,此后中国学者在不断学习实践中
取得突破,但 未 形 成 中 国 化 的 ERAS, 为 此,2016 年 发 布 了

复。 ERAS 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其中重要的独立
根治术创伤小、疼痛轻、康复快的优点与 ERAS 通用模式相
结合,形成以口头告知、书面讲解、视频演示等个体化的指导
模式是必要的。 这种精准有效的术前宣教模式,可有效缓解
患者的不良情绪,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患者的快速康复。

《 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16 版) 》 。

2. 1. 2

手段,对于进展期胃癌,D2 根治术是标准术式。 腹腔镜辅助

可使患者代谢加快,产生胰岛素抵抗,影响组织修复与愈合,

胃癌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外科手术是其主要治疗

胃癌根治术是安全、有效的,近期疗效确切,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4] 。 目前研究表明,ERAS 应用于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

术围术期中,首先可缩短住院时间,其次并无证据表明 ERAS
能增加患者的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ERAS 理念应用于腹
腔镜辅助远端胃癌根治术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减轻应激
反应、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加速患者的术后恢复、减少住院
时间 [5] 。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3D 腹腔镜手术系统应
1通讯作者:张新宇,E-mail:xinyuzhang3052000@

yahoo. com. cn

禁食、禁水新概念

传统观念在外科围手术期内术

前禁食 12 h、禁水 4 h。 目前的相关研究表明,长时间不进食
削弱人体免疫能力,增加并发症的发生;减少禁食禁水时间
后,低血糖的发生率、口渴、饥饿感均明显降低,且误吸等并
发症无明显增加。 Smith 等 [8] 的研究发现,患者术前口服碳
水化合物可轻微缩短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并未增加,多
数情况下是因为缺少引用盲法等偏倚所引起的。 Amer 等 [9]

关于术前口服碳水化合物对择期手术患者术后恢复影响的
Meta 分析发现,与禁食的患者相比,术前口服碳水化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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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术后住院时间缩短。 因此,建议拟行腹腔镜胃癌 D2 根

学措施对围手术期进行管理,降低手术应激反应及并发症发

食固体食物,术前 2 h 饮用 400 ml 含 12. 5% 碳水化合物的饮

次在进展期胃癌患者中完成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其安全

治术的患者,在无糖尿病、胃肠道梗阻的情况下,术前 6 h 禁
料

[1]

。

2. 1. 3

肠道准备新理念

以往涉及胃肠道手术时常规行术

前机械性肠道准备。 但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相关实验

生率,减少住院时间,节省住院费用 [16] 。 国际上,Goh 等第一
性、可行性、近期疗效获得初步认同。 Pędziwiatr 等 [17] 的研究
表明,在 ERAS 指导下施行腹腔镜胃肿瘤手术,实现了术后
护理质量的提高,住院时间缩短,机体恢复加快。 方法等 [18]

研究表明,机械性肠道准备可引起肠黏膜水肿伴炎性反应,

的研究发现,ERAS 指导下腹腔镜局部进展期胃窦癌根治术

破坏黏膜屏障,降低免疫力,增加感染率;同时,肠道准备还

患者术后 VEGF 表达水平变化小,可促进患者恢复,改善胃

可引起患者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等不良反应,增加机体出现
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的风险,影响患者术前心理状态。 夏海荣
等

[10]

的研究发现,胃癌根治术中依照 ERAS 理念,术前未行

肠道准备的患者较术前行肠道准备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
间、首次排便时间短、肠梗阻发生率低,ERAS 能减少胃癌根
治术患者的创伤应激,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恢复。
Pisarska 等 [11] 在 ERAS 联合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前瞻性研究
中发现,按照 ERAS 方案未行肠道准备的患者,术后胃肠功
能恢复快,并发症发生率低;因而,ERAS 理念与腹腔镜胃癌
根治术相结合治疗胃癌是安全、有效的。 李勇等

[12]

的研究

发现,依照 ERAS 理念行术前准备的老年胃癌患者,行腹腔

癌患者的预后,且并发症发生率并未增加。 Mingjie 等 [19] 在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治疗的晚期胃癌患者中应用 ERAS 的研
究表明,晚期胃癌患者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与 ERAS 联合治
疗方案是安全、可行的,并缩短了住院时间。 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手术难度大、复杂程度高,除对术者技术水平要求高
外,对腹腔镜手术的设备、器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3D 腹腔
镜将 2D 腹腔镜图像纵深感缺失补足,最大限度地还原腹腔
的真实视野,这为 ERAS 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围手术期
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2. 2. 3

非常规放置引流管

术后放置引流管,首先能引流

出腹腔内残留液体预防感染,其次还可及时发现腹腔出血、

镜胃癌根治术后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Abdikarim 等 [13]

吻合口瘘等早期并发症。 对于外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腹

的研究发现,ERAS 方案进行肠道准备的腹腔镜辅助胃癌 D2

腔出血、吻合口瘘等并发症的发生呈下降趋势,放置引流管

根治术可加快患者肠道恢复,缩短排气时间。 因此,根据现

能引起患者的疼痛感、延长离床活动时间及腹腔感染等不良

有的研究及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完成情况,目前肠道准备

反应。 张振 彬 等 [20] 于 腹 腔 镜 胃 癌 根 治 术 围 手 术 期 应 用

2. 1. 4

区引流管使用时间,促进患者早期离床活动,加快康复。 陈

不列为术前常规。

抗生素的使用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目的是尽可能

ERAS 的研究中发现,ERAS 指导下的腹腔镜手术可减少术

减少机体感染,其重要参考标准就是切口分类。 Ⅰ类手术切

学博等 [21] 的研究发现,ERAS 在胃癌微创手术中可分步骤实

面大、切除部位广、耗时长等;(2) 心、脑等人体重要器官的手

是否放置术区引流管对患者术后并发症及预后无显著差异,

口一般不使用预防性抗生素,特殊情况除外,如:(1) 手术创

施,遵循个体化的原则更容易推广。 Liu 等 [22] 的研究表明,

术;(3) 医用材料植入机体内的手术;(4) 存在其他可能引起

放置引流管延长了术后早期离床活动时间,增加了住院时间

感染的危险因素。 Ⅱ类、Ⅲ类手术切口术前常规应用抗生

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手术创伤小、

中国 ERAS 专 家 推 荐 术 前 0. 5 ~ 1. 0 h 予 以 抗 菌 药 物 [14] 。

术情况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案。

素。 研究表明,术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可降低切口感染率。
Karlatti 等

[15]

术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预防手术部位感染的前

瞻性研究发现,清洁手术中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对手术部位
感染的预防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清洁污染手术中预防性应用

术区渗出少,不建议常规放置引流管,但具体病例需根据手
2. 3

2. 3. 1

术后
适当补液

ERAS 的补液治疗是术后治疗的必要措

施之一,通过调整患者的血容量与循环系统功能相适应,优

抗生素可明显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腹

化血容量,增加组织灌注,减轻容量负荷。 与传统补液治疗

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腹部切口小、操作精准、损伤轻,术后应

相比,限制补液治疗能降低血清中晶体水平、提高血清中胶

2. 2

在术后液体管理中按液体限制性补液方案进行治疗,加快康

用抗生素时间较开腹手术短。
2. 2. 1

术中
重视保温

术中保温是操作简单而常被忽视的重要

措施。 机体在低温环境下可出现分解代谢增强、应激反应增

体相水平,加快胃肠功能的恢复。 Bleier 等 [23] 的研究发现,
复速度。 Boland 等 [24] 的荟萃分析研究发现,围手术期液体
限制并不能显著降低腹部手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这可能是

加、凝血功能不良等不利因素。 术中、术后适度保温具有降

数据发生偏倚的结果。 目前的研究发现,适当限制补液量对

低出血、感染、心脑血管等并发症发生率,减少分解代谢、维

各部位手术及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且能减少

持机体稳态的作用。 手术室温度适宜、输液温度适当、温盐

并发症的发生。 对此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术期管理专家共

水冲洗腹腔等保温措施符合 ERAS 理念。 目前最新 3D 腹腔

识(2016 版) 给出了具体补液方案,这为临床工作提供了重

镜系统已具备气腹加热功能,避免了低温气体对机体的影

要的参考依据。

响。

2. 3. 2

2. 2. 2

872

微创手段相结合

ERAS 的中心思想是使用循证医

多模式镇痛

外科手术疼痛是组织创伤的结果,可

能导致人体内环境紊乱、恢复的延迟,并引起认知、情绪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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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 Vadivelu 等 [25] 的研究表明,预

2. 3. 4

达到预防中枢与外周敏化的目的,减少急性疼痛向慢性疼痛

重要原因之一;精准的手术操作,非常规的留置胃管、引流

防性镇痛是对患者术前、术中、术后全程疼痛的一体化治疗,
的转变。 Moreira 等 [26] 的研究表明,预防用药对尽量减少术
后急性疼痛、止痛药的消耗、过渡至慢性疼痛的风险具有重
要意义。 张薇等

[27]

的研究表明,多模式镇痛可明显减轻术

后疼痛,利于术后康复,同时未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因此,多模式镇痛对胃癌根治术患者是安全、有效的。 多模
式镇痛是联合使用不同方法或药物,达到最佳止疼效果,同
时尽可能降低或避免使用阿片类药物

[28]

。 ERAS 提倡多模

式止痛,与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相结合,可使患者获得最大
益处。

2. 3. 3

早期经口进食

早期离床活动

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患者卧床时

间过长是引起深静脉血栓形成、肌肉退化、肺炎等并发症的
管,确切的止痛等是患者早期离床活动的重要因素。 相关研
究表明,ERAS 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与术后 1 ~ 3 d 的早期下床
活动密切相关 [31] 。 黎介寿 [32] 的研究表明,早期离床活动可

快速恢复体能,有效预防心、肺等脏器并发症的发生。 因此,
离床活动应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后患者病情稳定的情况
下尽快开始,循序渐进地完成。

2. 3. 5

出院标准及随访体系

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

用是 ERAS 的一大优势。 为此,中国 ERAS 专家共识(2016

版) 给出了基本出院标准,它不是适于所有患者的统一标准,

传统理念是:在患者消化功能恢复

而是需要在患者康复的基础上,做出精准化、具体化的出院

后才能恢复饮食;过早经口进食可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

标准并参照执行,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目前有关研究提

者应尽快恢复经口进食,可降低感染风险及术后并发症发生

因此,建立完善的随访体系是必要的。 它能解决患者因并发

胀、肠梗阻、吻合口瘘等不良反应。 ERAS 的理念是:术后患
率,缩短住院时间,且不增加吻合口瘘发生率

[1]

。 当然这里

的进食是由清醒后饮水至流食、半流食,再到正常饮食,是根
据患者耐受程度逐渐增加的渐进过程
进食时间也不同。 程康文等

[29]

[14]

。 不同部位的手术

示,接受 ERAS 治疗的患者再住院率较常规治疗有所增加,
症而再次入院的需要,为患者的安全提供保障。

3

展

望

ERAS 在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的应用属于初步探索阶

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应用

段,当前研究结果整体显示是安全、可行的,但缺乏更多高质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研究中发现,术后早期经口进食可促进

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及多学科协作诊疗支持。 因此,首先需要

胃肠功能恢复,缩短术后排气时间,减轻术后咽喉疼痛,且未
增加并发症发生率。 相关研究表明,接受上消化道手术的患
者术后首日按自己意愿经口进食,与传统支持治疗相比,术
后并发症 发 生 率、 病 死 率 未 见 明 显 增 加, 并 且 恢 复 时 间 缩
短

[30]

。 中国 ERAS 专家建议结直肠及胃切除术后 1 d 开始

进食。

设立多中心随机对照实验,以支撑 ERAS 正确性的结论;其
次,需要引入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保证多学科协作诊疗的质
量。 未来医疗是精准医疗时代,打造精准化的腹腔镜胃癌
D2 根治术的 ERAS 治疗方案,做到治疗具体化才能最大限
度地减轻手术副损伤、患者的应激反应,最快速地做好加速
康复,从而实现以最小的创伤获得最佳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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