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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胃癌 1 8例围手术期处理体会 

· 临床 医学 · 

宋在如 

[摘要]目的：探讨高龄胃癌的临床特点和合理的围手术期处理方法。方法：对收治的70岁以上高龄胃癌 18例加强围手术期 

处理及选择适当的外科手术，其中行根治性切除1O例，姑息性切除8例。结果：5例出现术后并发症，围手术期死亡2例，病 

死率为6．16％。结论：高龄胃癌患者多为中晚期病例，术后并发症高，加强围手术期处理可以提高手术安全性，减少术后并发 

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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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18 aged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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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iscus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ational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aged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rcinoma．Methods：Clinical data of 18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rcinoma over 70 years ol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Ten cases were 

received radical resection，and 8 cases received nonredicial resection．Results：Five cases of patients showed complications and two 

cases of patients died from the operation．The mortality rate of all patients was 6．16％ ．Conclusions：Aged patients with gastric 

c~cinoma were characteristic by most cases in the late stage，and mo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Enhancing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can reduce the risk of operation，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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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国内外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平均发 

病年龄为48岁。随着我国人民平均寿命的延长，高 

龄胃癌近年来在临床上日渐多见。合理有效的手术 

治疗方式与围手术期处理方法对减少术后并发症和 

病死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l1-21。1995～2010年，我院外科共收治 

了30例70岁以上高龄胃癌患者，其中 18例手术治 

疗，现就其外科手术治疗及围手术期的处理进行分 

析，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l8例中男 14例，女 4例；年龄 

70～9l岁，其中80岁以上 2例。发病至就诊时间 

为3～10个月。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证实。主要症状 

为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呕血、黑便等；主要体征 

为贫血、上腹部压痛、上腹部肿块等。18例中术前 

合并疾病的有10例，其中合并高血压6例，心脏病 

5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例，贫血及低蛋白血症 8 

例，糖尿病2例，前列腺增生5例。肿瘤部位：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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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交界处癌 11例，胃体癌 4例，胃角胃窦癌 3例。 

病理类型：高分化细胞癌 1例，中分化细胞癌 2例， 

低分化细胞癌 13例，未分化细胞1例，印戒细胞癌 

1例。术后 TNM分期 I期 2例，Ⅱ期 3例，Ⅲ期 

10例，Ⅳ期3例。 

1．2 治疗方法 10例行根治性切除，其中远端 胃 

大部分切除7例，近端胃大部分切除 2例，全胃切除 

术 1例。8例行胃癌姑息性切除。 

2 结果 

5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肺部感染 2例，胸腔 

积液 1例，泌尿道感染 1例，腹腔感染 1例，切口裂 

开 1例，心律失常 3例，急性心功能衰竭 1例，残 胃 

排空障碍 1例。2例患者出现 2种以上的并发症。 

围手术期病死2例，病死原因是严重肺部感染 1例， 

另1例因肿瘤衰竭死亡。其余患者治愈或好转出 

院。全部病例均未发生吻合口瘘。 

3 讨论 

3．1 高龄胃癌的临床特点 本组资料表明，高龄胃 

癌患者具有以下临床特点：(1)起病隐匿，症状无特 

异性，病程长，病期晚，易误诊 J。患者初期表现为 

上腹饱胀隐痛不适，由于症状不典型，往往没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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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家属的足够重视。病情进一步进展到临床确 

诊时，患者多属中晚期。本组病例Ⅲ、Ⅳ期多。临床 

上医护人员有必要消除高龄患者对胃镜检查的忧虑 

和恐惧 ，加强对有上述表现的患者进行消化道钡餐 

与纤维胃镜检查，提高胃癌早期确诊率。(2)从出 

现症状到确诊的时问比较长，这主要是由于老年人 

对症状改变不敏感或对疾病认识不足而延误就 

诊 J。(3)术前并存病多。本组术前有并存病患者 

10例，其中3例患者有2种以上并存病。并存疾病 

主要是心肺慢性疾患、糖尿病、贫血和低蛋白血症 

等。由于高龄患者术前并存病多，术后并发症升高， 

导致手术病死率增高，有文献 报道达 6．7％ ～ 

17％。本组术后并发症 5例，围手术期病死 2例，病 

死率 6．16％。 

3．2 围手术期处理 

3．2．1 术前处理 术前除了一般常规检查外，还应 

进行心肺功能、血气分析、无创血流动力学和营养代 

谢性检查，从而全面准确评估机体状态，制定个体化 

治疗方案。本组病例术前并存病以心肺疾病居多。 

合并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术前戒烟 2周以 

上，并且锻炼呼吸肌，改善呼吸功能。有慢性咳嗽 

者，给予祛痰、雾化吸入治疗，肺部炎症患者早期足 

量使用敏感抗生素控制感染。合并高血压患者，应 

正规治疗至手术当日清晨，使血压平稳并维持在 

160／95 mmHg以下再接受手术。慢性心功能不全、 

心律失常是患者常见并存疾病，术前应用改善冠脉 

血流与营养心肌药物，增加心脏储备能力和保护心 

肌功能。严重心律失常病例，术前常规心电监护，请 

心内科协助正规抗心律失常治疗。高龄胃癌患者由 

于营养物质摄入减少，肿瘤消耗增加，很多病例合并 

有营养不良、贫血、低蛋白血症，术前给予患者足够 

的营养支持治疗，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手术耐受力，降 

低术后并发症。合并有糖尿病的患者，术前控制血 

糖在 10 mmol／L以下，尿酮体(一)较为适宜。 

3．2．2 制定合理的手术方式 随着麻醉技术和围 

手术期处理水平的提高，外科手术治疗已成为高龄 

胃癌的一种重要治疗手段 。制定手术方式时强 

调手术方式个体化，避免过于强调高龄、并存病多、 

术后并发症高而采取保守的传统观点，也不主张力 

求彻底根治而任意扩大手术范围。本组围手术期病 

死2例，我们认为不能为追求根治而任意扩大手术 

范围，但对111b、IV期 胃癌患者条件允许时尽可能行 

胃癌姑息性切除术，肿瘤减量术可以减轻机体免疫 

负荷，改善营养状态，提高生存质量，为综合治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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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条件。术中操作时，要求术者技术熟练，动作轻 

柔，避免反复大面积翻动脏器，术中使用吻合器与闭 

合器，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降低麻醉对呼吸循环等 

生理的影响，减少术后并发症。 

3．2．3 术后处理 高龄患者本身心肺功能减退，经 

过手术和麻醉的刺激更易出现心肺并发症。本组肺 

部感染2例，心律失常3例，急性心功能衰竭 1例， 

其中1例患者因重症肺部感染围手术期死亡。由于 

高龄患者有不同程度肺功能下降，加上手术和麻醉 

的刺激、术后疼痛畏惧咳嗽或咳嗽乏力等多重因素 

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滞留而并发肺部 

感染 J。术后应加强对患者的监测，通过定时翻身 

拍背、雾化吸入等方法指导其有效咳嗽促进排痰，并 

对肺部感染患者及时使用足量有效的抗生素控制感 

染。估计术后需长时间留置胃管患者，为避免加重 

肺部感染，术中给予胃、空肠造口术，方便引流和进 

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降低心血管并发症最重要在 

于预防与及时诊断和治疗。高龄患者应严格控制补 

液速度，合理计算补液量，并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 

衡。术前常规留置中心静脉导管，有助于监测中心 

静脉压计算补液量。营养支持治疗可以改善机体营 

养状态，提高免疫力，减少吻合口漏等并发症，本组 

无一例吻合口漏发生。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年龄不再是胃 

癌外科治疗的禁忌证_6一 ，其手术指征逐渐放宽，只 

要具备手术指征，我们认为给高龄胃癌患者行手术 

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完全可以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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