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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结肠癌伴急性肠梗阻37例诊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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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老年人结肠癌伴急性肠梗阻的有效诊治方法。方法：对 37例老年人结肠癌伴急性肠梗阻行急诊手术治疗， 

其中一期肠切除吻合 22例；一期切除吻合、近端结肠造瘘 8例；近端结肠造瘘 、二期手术切除吻合 5例；Hartmann手术 2例。 

结果：37例均治愈，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吻合 口瘘 1例，切 El感染 3例 ，肺部感染 1例 ，腹腔感染 1例。结论 ：早期诊断和加 

强围手术期处理，正确把握手术适应证，结肠癌并急性肠梗阻行一期切除吻合是安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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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37 cases of colon cancer accompanied with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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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etive：To explore an effective therapy f(J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Methods：Thirty—seven aged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underwent emergency 

operation．Twenty—two of the cases were performed one—stage resection and anastomosis，8 cases one—stage resection and anastomosis with 

proximal colostomy and 5 cases proximal colostomy as well as two—stage resection and anastomosis．Hartmann was observed in 2 cases． 

Results：All the 37 cases were cured and no preoperative mortality occurred．Postoperative anastomotic leakage was found in 1 case， 

incision infection in 3 cases，pulmonary infection in 1 case and abdominal infection in 1 case．Conclusions：Early diagnosis，proper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cognition of operation indic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treatment of colon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by one—stage resection and anasto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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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并发急性肠梗阻是常见急腹症，其发生 

率约为 18％llj。成人结肠梗阻中20％ ～55％由结 

肠癌引起，老年人急性肠梗阻则更为多见。由于老 

年人常合并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肺部疾病，反应 

差 ，症状体征隐蔽，临床诊断困难。2000年 4月至 

2009年 10月，我们对 37例老年人结肠癌合并急性 

肠梗阻患者行急诊手术治疗，临床效果满意，现作 

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25例，女 12例；年龄 62～ 

89岁。主要临床表现：突发绞榨性腹痛，同时出现 

肛门停止排便排气 ，伴或不伴有恶心、呕吐，肠呜音 

亢进等，梗阻时间为 4 h至4天。梗阻部位：升结肠 

8例，横结肠 2例，降结肠 18例，乙状结肠 5例，直 

肠 4例。本组合并糖尿病 5例，高血压、冠心病 

6例，慢性支气管炎4例，脑梗死后遗症3例。 

1．2 术前准备 37例人院后均予禁食、胃肠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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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术前各项检查，了解其合并症，并请相关科室会 

诊 ，对其基础病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如糖尿病患者监 

测血糖，快速降低血糖水平；高血压患者予以降血压 

等，为手术创造条件。同时抗感染、补液、纠正水电 

解质、酸碱平衡，改善有效循环血容量，低压灌肠。 

1．3 手术方式和术中处理 根据术中探查梗阻情 

况和患者的一般状态，结合肿瘤侵犯的程度，选择手 

术方法：一期行右半结肠切除、回肠 一横结肠吻合 

7例，横结肠一期切除、升结肠 一降结肠吻合 2例， 
一

期行左半结肠切除、降结肠 一直肠吻合 13例；左 

半结肠一期切除、吻合 +近端结肠造瘘 8例；横结肠 

造瘘 +二期左半结肠手术切除5例；Hartmann手术 

2例。在一期切除吻合的病例中，采取切除病变肠 

管后，术中行结肠顺行灌洗法：近端肠管内套人一直 

径约 5 Clll口径螺纹管，结扎固定后引至台下污物 

桶，采用手法挤压，将梗阻近端扩张的小肠和大肠段 

内容物从近侧结肠断端排出，然后切除阑尾，自阑尾 

残端插入蕈形导尿管并予以结扎固定，用肠钳夹住 

回肠末端，用大量温生理盐水灌洗近端结肠至灌洗 

液干净为止。然后在 200 ml温生理盐水中加入 

0．5％甲硝唑 200 ml和庆大霉素 32万 U，再次灌洗 



580 

结肠 1次，拔去导尿管。在灌洗过程中应严密保护 

腹腔和切口，以避免污染。观察结肠远近断端的血 

运情况良好，则常规行肠端端吻合术。术毕冲洗腹 

腔，吻合口附近置橡胶引流管或三腔引流管引流。 

2 结果 

37例住院 22～56天，均痊愈出院。发生吻合 

口瘘 1例，经引流后治愈；切 口感染 3例，换药后痊 

愈；肺部感染 1例，腹腔感染 1例，加强抗感染治疗 

后治愈。无围手术期死亡。 

3 讨论 

3．1 老年人结肠癌合并肠梗阻的诊断 老年结肠 

癌合并肠梗阻大多有较长的反复腹痛、腹胀病史，因 

时轻时重，且老年患者对腹痛的反应性较差，因而伴 

急性肠梗阻的老年人未能及时就医。根据本组资料 

分析，结肠癌致梗阻有以下特点：(1)发病缓慢，腹 

痛、腹胀不明显；(2)症状反复，时轻时重；(3)有排 

便习惯改变；(4)多数患者有消瘦、贫血。我们的体 

会是：老年人如出现原因不明的腹痛、腹胀、大便习 

惯改变、贫血，应高度怀疑本病。 

3．2 手术时机及术中处理 结肠癌伴急性肠梗阻， 

是一种“闭襻式”梗阻，肠管高度膨胀，可造成肠壁 

肌层分离，影响肠壁血液循环，导致肠壁坏死穿孔 ， 

出现粪汁性腹膜炎，病死率增加。此外，梗阻后肠壁 

的通透性增加，细菌和毒素可以透过肠壁引起腹腔 

内感染，并经腹膜吸收引起中毒性休克。我们也认 

为，对明确诊断的结肠癌并发急性梗阻者，经积极纠 

正水电解质、酸碱失衡，补充有效循环血容量后，应 

尽早手术，不主张必须经保守治疗后，待梗阻未解除 

或病情加重时才急诊手术的观点 J。本组一期肠 

切除吻合 22例在入院后24 h内手术成功率达96％。 

不应把年龄大、合并症多、手术难度大看作手术禁忌 

而放弃手术。有报道 认为，结肠癌梗阻行一期 

切除吻合术吻合 口瘘发生率为 3．1％，并不比传统 

分期手术方法发生率高。自从 Dudley等介绍了在 

术中结肠灌洗的成功经验后，对左半结肠癌梗阻的 

患者行一期切除吻合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并取 

得满意效果 J。我们采取经阑尾残端插管，行结 

肠持续灌洗，一期结肠吻合，仅 1例出现吻合口瘘， 

经引流后治愈，说明术中结肠灌洗非常重要。 

3．3 围手术期的治疗 (1)老年人结肠癌伴急性 

肠梗阻并存病多，手术危险性大，尤其是心血管疾病 

患者，手术病死率相当于无心血管疾病患者的2—8 

倍，而急症手术病死率较择期手术高2～3倍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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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充分的术前准备，而并不应将其视为手术禁忌证。 

对并存糖尿病的患者，在围手术期，应随时抽查血 

糖，根据所测结果调整胰岛素的用量。术后严密观 

察病情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2)高龄 

患者组织器官不同程度的退化，免疫机能下降，本身 

病情危重，而手术本身又是一种创伤，更进一步加重 

组织器官损害。手术消耗了大量的能量，而生理功 

能恢复又较慢，机体处于负氮平衡状态，容易导致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腹部手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最 

多见，其中又以肺不张、肺水肿最为常见。患者常因 

术后疼痛、胃管刺激、腹带包扎过紧等因素，使痰液 

黏稠，积聚在肺泡或细支气管内，不易咳出。术后保 

持呼吸道通畅，应用有效的抗生素抗感染。围手术 

期应给患者做好工作，鼓励患者进行深呼吸，及时有 

效地协助排痰，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或用超声雾 

化，使痰液变稀，以利咳出。(3)术后营养支持 。 

由于手术创伤、感染、疼痛、发热等原因增加能量的 

消耗，老年人机体储备能力下降，术后胃肠功能恢复 

缓慢，加上腹部手术后绝大多数患者需数 日禁食，术 

后易出现营养不良，所以患者需从术后第 2～3天开 

始进行营养支持治疗。首选肠外营养支持，肠功能 

恢复后渐进性给予肠内营养支持。同时补充各种维 

生素和电解质、微量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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