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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胃手术后功能性胃排空障碍 7例诊治分析

王宜轩, 宋文华,杨功安

[摘要 ]目的:探讨非胃手术后功能性胃排空障碍 (FDGE)的病因 、诊断及治疗。方法:对 2000年 5月 ～ 2005年 12月发生的 7

例非胃手术后 FDGE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非胃手术后 FDGE多发生于腹部手术后的 4 ～ 8天,主要表现为

上腹饱胀 、呕吐。 7例均经非手术治疗后 15 ～ 24天恢复胃动力。结论:腹部非胃手术后 FDGE的病因是多因素的,临床表现

结合胃镜及影像学检查可确诊,采取非手术治疗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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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andtreatmentofsevenpatientswith

functionaldelayedgastricemptyingafternon-gastricoperations
WANGYi-xuan, SONGWen-hua, YANGGong-an

(DepartmentofGeneralSurgery, TheSecond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4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tiology, diagnosisandtreatmentoffunctionaldelayedgastricemptying(FDGE) afternon-

gastricoperation.Methods:Theclinicaldataof7 patientswithFDGEfromMay2000toDecember2005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

Results:FDGEusuallyoccurredonthe4thto8thdaypostoperatively.Thegastricfunctionofpatientswhoreceivednon-operative

therapyrecoveredonthe15thto24thdaypostoperatively.Conclusions:FDGEiscausedbymultiplefactors.GastroscopyandX-rayof

digestivetractarevaluableinthediagnosisofit.FDGEcanbecuredbynon-surgical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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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胃排空障碍 (FDGE)是指患者术后非因

机械性梗阻引起的功能性的胃排空延迟, 多发生于

各种术式胃部分切除术, 继发于非胃手术的患者较

少 。此症是腹部手术后早期并发症之一, 常被误诊

为机械性梗阻而进行再次手术探查, 往往造成严重

后果。 2000年 5月 ～ 2005年 12月, 我院诊治 7例

非胃手术后的 FDGE患者,现作报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4例,女 3例;年龄 47 ～ 72

岁。 7例患者临床资料见表 1。 7例均符合诊断标

准
[ 1]
:( 1)腹部手术后肠蠕动已恢复,进食或夹管后

出现腹胀 、恶心 、呕吐大量胃内容物;( 2)无明显水 、

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 3)经影像学或胃镜

检查除外机械性肠梗阻者;( 4)无糖尿病 、结缔组织

病等引起 FDGE的基础疾病;( 5)近期未使用影响

平滑肌的药物 。

1.2　临床表现　7例于术后 4 ～ 8天肠蠕动恢复,

停止胃肠减压进流质或由流质改半流质后, 上腹饱

胀 、恶心 、呕吐大量胃内容物,吐后腹胀暂时缓解,无

表 1　7例患者一般资料

编号
年龄

(岁 )
性别 原发病 合并症 手术名称

围手术期

精神状态

手术时间

(h)

术后恢复

(天 )

1 55 女 胆总管结石 (有上腹部手术史 ) 胆总管 “T”管引流术 紧张 、恐惧 、失眠 3.5 15

2 69 男 肝炎后肝硬化,门脉高压脾亢 脾切除 +断流术 紧张 、烦躁 、失眠 3.0 22

3 47 女 肝炎后肝硬化,门脉高压脾亢 慢性胃炎 脾切除 +断流术 紧张 、忧虑 、失眠 3.2 24

4 65 男 外伤性脾破裂 脾切除术 烦躁 、失眠 2.8 18

5 63 男 结肠癌 (肝曲 ) 慢性胃炎 右结肠切除术 紧张 、失眠 3.4 23

6 68 女 胆囊结石化脓性胆囊炎 胆囊切除 +腹腔引流 烦躁 、失眠 3.0 19

7 72 男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局限性腹膜炎 高血压 阑尾切除 +腹腔引流术 烦躁 、失眠 2.5 21

明显腹痛。查体:上腹部膨隆, 轻压痛, 振水音

( +) ,肠鸣音正常, 腹透见胃扩张, 肠管无明显扩

张, 用 76%泛影葡胺造影见造影剂长时间潴留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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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仅有少许进入十二指肠及空肠。

1.3　治疗　本组均采用非手术治疗,具体治疗措施

包括:( 1)持续有效的胃肠减压, 辅以高渗盐水洗

胃,以减轻胃扩张及胃壁水肿;( 2)应用胃动力药

物:甲氧普胺 、多潘立硐 、西沙比利 、红霉素;( 3)肠

外与肠内营养 (EN)相结合, EN在 X线下置入的鼻

肠管滴入肠内营养多聚合剂;( 4)维持电解质 、酸碱

平衡;( 5 )H2 受体拮抗剂应用, 预防应激性溃疡;

( 6)心理疏导,使患者树立信心, 减少或解除焦虑和

烦躁,使恢复加快;( 7)中医针灸治疗, 取中脘 、足三

里 、三阴交等穴位针刺后, 用点燃的艾条插在留置的

针柄上 。

1.4　结果　7例均经非手术治疗而治愈 。其中 1例

女性患者出院 3个月后复诊, 诉反复早饱 、嗳气 、恶

心,服用多潘立酮能缓解。

2　讨论

2.1　病因与机制　非胃手术后 FDGE的确切机制

尚不清楚,可能与手术创伤 、腹腔炎症反应及精神因

素 、全身营养状况 、低蛋白血症 、电解质紊乱等多种

因素有关。手术创伤可激活抑制性交感神经反射系

统,使胃肠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强,并通过抑制胃肠

神经丛的兴奋性神经元抑制胃动力, 同时交感神经

末梢释放的儿茶酚胺与胃平滑肌细胞膜上的 α和 β

受体结合, 抑制平滑肌收缩
[ 2]
。手术时间长 、范围

大及腹腔的炎症反应均可使机体处于强的应激反应

状态, 使胃肠激素的产生和调节作用出现异常;胰岛

素受体敏感性降低,胰岛素相对不足,糖异生作用增

强,胰高血糖素增多,导致血糖明显增高, 而高血糖

对胃动力有明显抑制作用, 并且与其升高的程度呈

正比
[ 3]
。围手术期的精神极度紧张 、失眠 、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可导致类似的神经内分泌激素改变,造

成胃呈无张力状态, 本组患者围手术期精神多比较

紧张, 受失眠 、恐惧等困扰 。

2.2　诊断　非胃手术后 FDGE目前尚无统一诊断

标准, 可依据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及相关病史 、生

化检查等确诊。我们结合文献, 执行的诊断标准:

( 1)腹部手术后数日肛门已排气, 拔除胃管进流质

或半流质后出现上腹部饱胀不适 、恶心 、呕吐大量胃

内容物,胃肠减压 24 h引流出胃液 700 ml以上,无

明显腹痛,肠鸣音基本正常, 胃肠减压后腹胀缓解;

( 2)腹透未见明显肠扩张, 76%泛影葡胺行胃造影,

造影剂长时间潴留胃内,胃蠕动不明显,造影剂仅少

量进入十二指肠或空肠;( 3)无电解质紊乱及酸碱

失衡;( 4)未应用影响平滑肌收缩的药物;( 5)胃镜

检查能排除胃的器质性病变,特别是幽门病变,又可

刺激胃壁,促进胃蠕动恢复
[ 4]
。

2.3　治疗　FDGE是一种功能性病变, 其演变及转

归具有自限性,一旦明确诊断应给予非手术治疗 。

2.3.1　一般治疗　禁食水, 持续有效的胃肠减压,

用 3%高渗盐水洗胃,每次 200 ml左右, 每天 1次,

保留 20 min。胃处于空虚状态,胃壁水肿减轻,血流

增加,可促进胃动力的恢复。另外,由于重力对胃内

容物的排空有重要作用
[ 5]

, 因此鼓励患者下床活

动。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保持内部环境稳定,给

予 H2受体拮抗剂预防应激性溃疡发生 。

2.3.2　胃动力药物治疗　( 1)红霉素可激动胃动

素受体,升高血浆胃动素水平,小剂量应用, 可以促

进胃蠕动,加速胃排空, 每天 0.3 g静脉滴注。 ( 2)

甲氧普胺能提高静止状态时的胃肠括约肌张力, 增

加胃肠道蠕动, 每天 50 mg,静脉滴注。 ( 3)多潘立

硐为多巴胺受体阻滞剂,能增强胃蠕动,协调胃与十

二指肠运动, 每次 10 mg, 每天 3次经鼻肠管注入。

( 4)西沙比利是全胃肠促动力药, 5-羟色胺受体激动

剂, 作用于胃肠肌间神经丛的节前运动神经元,促进

乙酰胆碱的释放,使平滑肌强烈收缩,由于该药有致

心律不齐并发症可能,应用上受到一定限制,心脏病

患者禁用 。

2.3.3　营养支持治疗　术后患者处于高代谢状态,

且不能有效进食,所以加强营养支持是 FDGE的重

要治疗手段。 7例明确诊断后均在 X线下放置鼻肠

管, 滴入肠内营养多聚合剂, 开始是把原液稀释一半

浓度,以 40 ml/h速度,逐渐增到原液,每天 1 500 ～

2 000ml。采用肠内营养支持, 更接近生理性营养

方式,容易促进激素分泌, 恢复胃肠功能,也有保护

肠黏膜屏障的作用,又有利于肠道黏膜的修复和再

生, 对预防应激性溃疡及肠道内细菌异位有重要意

义。应用肠内营养时本组 2例有腹泻及阵发性肠痉

挛表现,通过减慢输注速度后,症状减轻 。虽然静脉

输注葡萄糖氨基酸 、脂肪乳剂等可能抑制迷走神经

兴奋及胆囊收缩素分泌
[ 6]

, 从而抑制胃肠动力。但

在尚未建立 EN通路或 EN不能满足患者需要时,仍

要积极地从静脉补充。

2.3.4　加强心理疏导　本组患者均有围手术期焦

虑 、恐惧 、失眠 、心理过度紧张,迷走神经处于抑制状

态,胃肠动力受到抑制。我们要求高年资护士执行

治疗,避免对患者的不良刺激,加重紧张 。非手术治

疗一定能治愈, 使家属及患者均得到鼓励和信心。

通过这种气氛使患者得到良好的心理暗示, 缓解了

患者的紧张情绪, 使处于抑制状态的迷走神经兴奋

起来,胃动力逐渐恢复。

2.3.5　中医针灸治疗　取中脘 、足三里 、三阴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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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 33例临床分析

高　莉

[摘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 33例宫腔镜电切治疗子宫黏膜

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的临床资料。结果:33例均一次性成功在宫腔镜下电切,无手术并发症, 出血少。结论:宫腔镜治疗子宫

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具有术中出血少 、术后疼痛轻 、住院时间短的优势,可行且安全有效。

[关键词 ] 子宫肿瘤;平滑肌瘤;子宫颈息肉;宫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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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steroscopictreatmentof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cervicalpolypin33patients
GAOLi

(DepartmentofObstetricsandGynecology, BengbuThirdPeople' sHospital, Bengbu2330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Methods:

Thedataof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in33 patientswere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Thirty-threepatientsreceivedtheoperationsuccessfullywithoutcomplicationsandwithlittlebleeding.Conclusions:

Thehysteroscopictreatmentofthesubmucousmyomaofuterusandthecervicalpolypissafeandeffectivewithlessbleedingand

postoperativepain, andshorterhospitalizationtime.

[ Keywords] uterineneoplasms;leiomyoma;polypscervical;hysteroscope

　　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宫颈息肉主要临床表现为

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经间期不规则阴道流血 、不孕,

甚至造成贫血等 。宫腔镜电切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子
宫颈息肉,能有效控制出血,创伤小, 恢复快,保全患

者完整器官,不影响卵巢内分泌功能, 2003年 3月

～ 2006年 12月我科应用宫腔镜治疗子宫黏膜下肌

瘤及子宫颈息肉 33例,获得良好效果,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33例年龄 28 ～ 52岁。病例选择:

要求保留子宫;带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位于宫腔

内或脱至宫颈管内或脱出宫颈口 );宫颈内口或颈

管内的息肉;无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直径 <4 cm;无

手术禁忌证 。均有生孕史, 有月经过多或月经淋漓

不净或不规则阴道流血史,合并贫血 18例 。B超提

示肌瘤直径 1.5 ～ 4.0 cm, 带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25例,无蒂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3例, 宫颈内口或颈

管内息肉 5例 。
1.2　方法　术前常规完善各项实验室检查, 予以盆

腔 B超了解子宫的大小 、形态, 肌瘤的位置 、大小,

以及肌瘤与子宫肌层的关系 。术前 2 h直肠塞米索

前列醇 600 μg以松弛和扩张宫颈。手术器械采用
美国史赛克 Hysteromat3700宫腔电切镜, 膨宫液用

5%葡萄糖溶液,膨宫压力在 100 ～ 150 mmHg, 电切

功率在 80 ～ 100W,电凝功率在 60 ～ 70 W。在硬膜

外麻醉下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宫颈
扩张器扩张宫颈至 10 ～ 12号放置宫腔镜,连接转录

系统,电视下观察宫腔全貌, 直视下电切子宫黏膜下

肌瘤 。无蒂肌瘤电切时静脉滴注缩宫素,使子宫收

缩,肌瘤被挤入宫腔以利彻底切除 。脱出宫颈口的
子宫黏膜下肌瘤或息肉, 先用卵圆钳或血管钳钳夹

牵拉,尽可能多的切除牵出部分, 剩余的部分缩入宫

腔, 再置入宫腔镜查清根部位置后,自根部电切剩余

部分 。未脱出宫颈口的黏膜下肌瘤或宫颈内口息肉

穴位针刺后,用点燃的艾条插在留置的针柄上,留针

30 min左右。中医认为针灸这些穴位有理气活血 、

疏通经络的作用,能促进胃肠蠕动和胃肠功能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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