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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梗阻是结直肠恶性肿瘤常见临床表现之一遥
近年来袁结直肠支架置入术被用来缓解患者肠梗阻
症状袁避免急诊手术遥 同时袁也可用于不能手术的晚
期患者的姑息治疗遥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圆园园缘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施行 猿园 例支架置入术袁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员员鄄员源苑鄄园圆

合金支架袁 在 载 线监视下通过导引钢丝插入装好支
架推进器袁使支架的前端超出梗阻近端 猿耀源 糟皂袁并根

据 载 线下金属标记部位来调整支架位置是否正确袁
缓慢释放支架袁支架自行膨胀遥 然后复查肠镜袁观察
支架近端及远端距肛门距离及扩张情况袁 有无肠壁

现分析总结报告如下遥

撕裂穿孔尧出血等症状袁及时处理活动性出血袁予氩离

员

子凝固术凝固尧去甲肾上腺素盐水冲洗创面袁退镜遥 术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分析 圆园园缘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 猿园 例经 悦栽尧肠

中注意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腹痛尧腹胀等症状遥
员援圆援圆 术后处理及随访

临时支架过渡患者 员耀圆 周内行外科手术治疗遥姑

镜和病理证实的结直肠恶性梗阻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其

息治疗患者每 圆耀源 周门诊随访 员 次袁术后 员 个月行肠

右半结肠 圆 例袁横结肠 员 例袁左半结肠 员员 例袁直肠

圆

中男 圆猿 例袁女 苑 例袁年龄 源圆耀怨园 岁袁平均 远怨援猿缘 岁遥

员缘 例袁胃癌转移 员 例遥 病变长度 缘耀员缘 糟皂 不等遥 患者

镜检查观察支架通畅情况袁后 远 个月复查 员 次肠镜遥
结 果

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尧腹胀尧恶心尧呕吐及排便困
难等梗阻症状遥其中 员缘 例临时支架置入后袁行外科手

猿园 例结直肠恶性梗阻患者中袁圆怨 例放置金属支
架成功袁员 例降结肠癌患者肠镜示肠腔完全阻塞袁导

员援圆

发生穿孔并发症袁发生移位 员 例袁再梗阻 员 例袁出血

术治疗袁员缘 例患者行永久性支架置入遥
员援圆援员

方法
支架置入术
常规术前准备袁注射肠道解痉剂袁使用自扩式钛

镍合金支架渊南京微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冤遥 置入结
肠镜袁 于梗阻近端狭窄口上方夹一钛夹做为标记遥

沿肠镜插入一根黄斑马导丝袁在 载 线监视下通过狭

窄部袁退出肠镜遥 经导丝引入导管袁导管通过肠道狭
窄部后退出黄斑马导丝袁注入泛影葡胺 愿园耀员园园 皂造袁

观察肿瘤的部位尧长度尧肠道狭窄的程度及梗阻远端
距离袁于梗阻远端腹壁表面放置一回形针并固定袁置
入支架导引钢丝袁退出导管袁选择合适的自扩式钛镍

丝反复试插均不能通过袁遂放弃支架置入遥 本组未

员 例袁里急后重 员 例袁腹痛 员 例遥 员缘 例过渡治疗患者
梗阻缓解后平均 愿援怨 凿 行手术治疗袁 术中见肠道准
备满意袁员猿 例行一期切除吻合遥

员缘 例姑息治疗患者中袁 术后生存时间 圆耀圆缘 个

月袁远 例目前仍存活袁平均生存期 愿援远 个月遥
猿

讨 论
员怨怨圆 年 杂责蚤灶藻造造蚤 首先报道利用自扩张金属支架

渊泽藻造枣鄄藻曾责葬灶凿蚤灶早 皂藻贼葬造 泽贼藻灶贼泽袁杂耘酝杂冤姑息性治疗直肠

恶性梗阻咱员暂遥 近十年来袁主要运用在两个方面院淤对

于肿瘤可根治性切除患者袁 支架置入暂时解除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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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

症状袁择期行一期切除吻合 咱圆暂曰于对于病灶不能切

除尧 可行姑息性支架置入术缓解结直肠梗阻症状袁避
免急诊手术遥 而肠梗阻是腹腔镜手术的禁忌证袁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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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缓解梗阻后可以行腹腔镜治疗咱猿暂遥

类型和直径的支架袁术中仔细认真袁避免粗暴操作袁

淤器材的选择袁所选导丝难以通过梗阻部位及支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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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操作成功率及临床成功率的原因主要有院

进器材料过硬袁故可选用柔顺的支架推进器及弹性较
好的导丝曰于梗阻相关因素袁如梗阻的部位尧长度及梗

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咱苑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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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程度等曰盂操作者的经验丰富与否遥
肠道穿孔是结直肠支架置入术最严重的并发

症袁发生率 源援怨豫耀缘援园豫咱源暂袁故需选用柔顺的支架推进

器及弹性较好的导丝遥 支架置入术中勿反复操作导
丝袁避免内镜穿过狭窄部遥 支架置入前后行放化疗

据患者肠腔狭窄情况选择适合管径及硬度的支架咱远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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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与单纯内镜下手术相比袁定位准确遥 选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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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状腺下动脉寅吻合支寅甲状腺上动脉寅颈外动

腭孔进入鼻腔袁分成内侧支和外侧支遥外侧支分成鼻

脉袁达不到止血目的曰于在甲状腺上动脉上方结扎袁颈

后外侧动脉袁进而分成下鼻甲支尧中鼻甲支和上鼻甲

外动脉血流继续进入甲状腺上动脉袁 在颈外动脉近心

支袁供应鼻腔外侧壁后部尧下部和鼻腔底遥内侧支渊鼻

端不易形成血栓袁无血栓脱落进入颈内动脉之虞遥

腭动脉冤袁 经蝶窦开口的前下方分成鼻后中隔动脉袁

误结扎颈内动脉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遥 因此

分布于鼻中隔后部和下部遥 来自颈内动脉的筛前动

失误可引起脑供血不足袁导致对侧偏瘫袁甚或脑软化

脉尧 筛后动脉与来自颈外动脉的上唇动脉和腭大动

而死亡遥 如能掌握颈内尧外动脉的解剖特点袁手术时

脉在鼻中隔前下部黏膜下相互吻合袁形成动脉丛袁称
为利特尔动脉丛袁是鼻出血的最常见部位遥 因此袁颈

小心从事袁则完全可避免之遥在结扎前可试行暂时阻
断颈外动脉袁触颞浅动脉或面动脉的搏动袁如搏动消

外动脉结扎术可有效治疗其相应供血部位的顽固性

失则证明是颈外动脉遥 随着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临

鼻出血遥很少数不能很好止血袁可能是来自颈内动脉

床的日益普及袁 血管栓塞法治疗鼻出血的适应证越

系统的岀血而要结扎筛前动脉袁 也可能存在血管异

来越广袁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此法进行止血遥

常袁情况复杂袁需做血管造影定位遥

咱参考文献暂

结扎颈外动脉的部位多选择在甲状腺上动脉与
舌动脉之间遥其理由是院淤甲状腺上动脉与下动脉之间
有许多吻合支遥若在甲状腺上动脉下方结扎袁血液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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