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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胃黏膜下肿瘤渊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贼怎皂燥则袁 杂酝栽冤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袁 耘杂阅冤治

疗并发穿孔后的治疗体会及安全性分析遥 方法院选取行 耘杂阅 治疗的 杂酝栽 患者 愿圆 例袁对其中发生穿孔的病例从病灶大小尧起源

部位尧穿孔直径尧气腹量尧术后恢复时间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遥 结果院员缘 例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发生穿孔袁其中 员 例穿孔直径过大

未能在内镜下缝合袁转腹腔镜腔外缝合袁其余均在内镜下成功缝合袁平均肿瘤大小渊圆援园 依 园援缘冤糟皂袁平均手术时间渊愿源援怨 依 愿援怨冤皂蚤灶袁穿

孔平均直径为渊园援愿 依 园援源冤糟皂袁缝合所需钛夹平均为渊源援缘 依 员援怨冤枚袁术后腹部立位片右侧膈下游离气体深度平均值渊远援圆 依 猿援猿冤糟皂袁术

后平均进食时间为渊源援员 依 员援缘冤凿袁术后平均住院天数为渊远援源 依 猿援缘冤凿袁术后随访气腹完全吸收时间渊员圆援远 依 缘援员冤凿遥 结论院耘杂阅 方式
治疗起源于深固有肌层的胃部 杂酝栽 安全有效袁并发穿孔有时在所难免袁但大部分均能在内镜下成功缝合遥

咱关键词暂 胃黏膜下肿瘤曰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曰并发症曰穿孔
咱中图分类号暂

砸苑猿缘援圆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猿园圆圆源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胃黏膜下肿瘤渊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贼怎皂燥则袁 杂酝栽冤是指起
源于胃上皮层以下的肿瘤袁主要包括有胃平滑肌瘤尧
间质瘤尧脂肪瘤尧神经源性肿瘤尧血管瘤等 咱员原圆暂袁最为
常见的是胃平滑肌瘤和间质瘤袁其有向恶性肿瘤转
化的可能袁 需要及时治疗遥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渊藻灶鄄
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袁 耘杂阅冤已成为治疗上
述病变的首选方法咱圆原远暂袁但其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胃
穿孔袁本研究即对临床工作中行 耘杂阅 治疗的胃 杂酝栽
患者术中发生穿孔情况进行总结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员援员援员 对象
本院自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就诊的 愿圆 例
胃 杂酝栽 患者袁所有患者均因非特异性的消化道症状
行胃镜检查而发现病变袁其中男 源愿 例袁女 猿源 例袁年
龄 猿缘耀远怨 岁袁平均年龄渊缘园援园 依 员源援苑冤岁遥
员援员援圆 仪器设备
采用 韵造赠皂责怎泽 郧陨云鄄匝 圆远园 胃镜袁耘哉鄄酝 圆园园园 内
镜超声系统袁晕酝鄄源蕴鄄员 注射针袁云阅鄄源猿园蕴 热活检钳袁
匀载鄄远员园鄄猿缘 止血夹袁耘砸月耘 灾陨韵圆园园泽 高频电切装置
和 粤孕悦圆 氩离子凝固器袁韵造赠皂责怎泽 运阅鄄远圆园蕴砸 匀韵韵运
刀袁韵造赠皂责怎泽运阅鄄远员员蕴 陨栽 刀袁晕韵耘猿源圆圆员远鄄悦 圈套器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术前准备
术前常规检查心电图尧凝血功能尧血常规及生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圆鄄圆缘员鄄园源

化袁手术当日患者禁食袁适当给予营养支持治疗袁向
患者及其家属交代术中和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袁并
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袁 特别告知患者及家属手术中
如有较大穿孔不能在内镜下缝合则转用腹腔镜或开
腹行腔外缝合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内镜超声检查渊耘哉杂冤及上腹
部 悦栽 检查咱苑原愿暂袁明确病变的位置及起源层次袁操作均
在全身麻醉尧气管插管尧 心电监护下进行遥 操作前内
镜头端常规安装透明帽遥 淤应用钩刀或 粤孕悦 于病灶
边缘进行电凝标记遥 于生理盐水垣美兰于标记点范
围内进行黏膜下注射袁 如病变为明显凸向腔内也可
不予标记遥 盂钩刀行病变周围黏膜切开袁配合 陨栽 刀
沿黏膜下层或固有肌层进行剥离袁 术中出血使用
粤孕悦 或热活检钳止血袁 如病变起源于深固有肌层袁
可用钩刀或 陨栽 刀沿病变周围剥离并尽量保留完整
浆膜层袁如病变与浆膜层紧密粘连袁可沿病变周围切
开浆膜层造成主动穿孔袁 最后配合圈套器完整切除
肿瘤遥榆迅速吸净胃腔内液体和大部分气体袁在胃镜
直视下应用金属夹自创面两侧向中央完整对缝创
面遥 虞对于缺损较大尧不能对缝的创面袁则选择行腹
腔镜下或开腹穿孔修补术遥
员援圆援猿 术后处理
半卧位尧禁食尧胃肠减压尧记录胃肠减压引流量尧
吸氧尧心电监护袁胃肠减压管常规留置 猿 凿遥 观察是否
有腹痛尧腹胀尧发热等腹膜炎症状体征袁以及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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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血尧黑便等迟发性出血症状遥 给予抑酸尧护胃尧止

经电凝尧粤孕悦 或热活检钳处理后均成功止血袁 无病

血尧营养支持袁如有穿孔发生则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遥
穿孔较大袁气腹严重导致明显腹胀或呼吸困难者袁可

例因出血转腹腔镜或开腹手术袁 术中发生穿孔的病
例共 员缘 例袁其中起源于浅固有肌层 源 例袁深固有肌

用穿刺针于右上腹部穿刺排气减压袁并留置穿刺针直
至症状好转遥 术后定期复查腹部立位片尧腹腔彩超尧血
常规袁圆耀猿 凿 后行泛影葡胺造影袁观察是否有造影剂胃
腔内外渗遥 如无造影剂外渗袁术后 猿 凿 可进食流质遥
圆 结

果

愿圆 例胃 杂酝栽 患者袁圆 例因病灶过大内镜下切除
失败袁其余 愿园 例均成功施行 耘杂阅 术袁其中病变起源

于黏膜肌层 源缘 例尧黏膜下层 员圆 例尧固有肌层 圆猿 例袁
术后病理示胃平滑肌瘤 源源 例尧胃间质瘤 猿源 例尧胃脂

肪瘤 圆 例遥 肿瘤平均大小渊员援愿 依 园援远冤糟皂袁最大的肿瘤
直径为 猿援圆 糟皂袁手术平均时间渊远缘援园 依 圆源援圆冤皂蚤灶渊从
进镜至手术结束冤袁术中未见有大的出血情况发生袁

层 员园 例袁黏膜肌层 员 例渊表 员冤袁其中 员 例穿孔直径达
圆援缘 糟皂 未能在内镜下缝合袁 转腹腔镜腔外缝合 渊图
员冤袁其余均在内镜下成功缝合袁发生穿孔者平均肿瘤
大小渊圆援园 依 园援缘冤糟皂袁平均手术时间渊愿源援怨 依 愿援怨冤皂蚤灶袁穿

孔平均直径为渊园援愿 依 园援源冤糟皂袁缝合所需钛夹平均为
渊源援缘 依 员援怨冤枚袁术后腹部立位片右侧膈下游离气体
深度平均值渊远援圆 依 猿援猿冤糟皂遥
员源 例行内镜下穿孔缝合的患者袁术后常规给予

禁食尧胃肠减压尧抑酸尧止血尧预防感染尧营养支持治
疗袁所有患者均恢复良好袁无腹腔感染尧迟发性出血尧

皮下气肿尧气胸发生袁术后平均进食时间为渊源援员 依
员援缘冤凿袁术后平均住院天数为渊远援源 依 猿援缘冤凿袁术后随访
气腹完全吸收时间渊员圆援远 依 缘援员冤凿遥

表 员 手术中发生穿孔患者的临床资料
编号
园员
园圆
园猿
园源
园缘
园远
园苑
园愿
园怨
员园
员员
员圆
员猿
员源

大小
渊糟皂冤
员援圆
员援怨
圆援员
员援缘
员援愿
圆援远
员援愿
员援苑
员援远
圆援猿
圆援远
员援缘
圆援圆
圆援愿

起源部位

病理

深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黏膜肌层
深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浅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浅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深固有肌层
浅固有肌层
浅固有肌层

平滑肌瘤
间质瘤
平滑肌瘤
间质瘤
间质瘤
间质瘤
间质瘤
平滑肌瘤
间质瘤
平滑肌瘤
间质瘤
间质瘤
间质瘤
间质瘤

粤

手术时间
渊皂蚤灶冤
园愿远
园苑愿
园愿园
园愿怨
园怨园
员园圆
园苑园
园苑缘
园愿圆
园怨员
园怨愿
园愿远
园苑远
园愿缘

穿孔直
径渊糟皂冤
园援愿
园援源
园援猿
员援园
园援远
园援缘
员援圆
园援远
员援圆
园援缘
员援员
员援园
员援缘
园援怨

钛夹数
量渊个冤
猿
圆
圆
缘
源
猿
远
源
远
圆
远
远
愿
远

月

气腹深
度渊糟皂冤
员圆援圆
园源援圆
园猿援远
园远援缘
园圆援员
园圆援愿
员园援圆
园远援源
员员援缘
园猿援圆
园愿援远
园远援缘
园缘援源
园猿援愿

术后进食
时间渊凿冤
远
猿
猿
猿
圆
圆
缘
缘
远
猿
远
缘
缘
猿

粤院胃底部穿孔直径约 员援员 糟皂曰月院钛夹行穿孔部位夹闭曰悦院腹部立位片提示腹腔大量积气遥

图员

胃 杂酝栽 患者行 耘杂阅 术发生穿孔

气腹吸收
时间渊凿冤
圆员
员猿
员员
员圆
园愿
园远
员愿
园怨
圆源
园怨
员圆
员源
员员
园愿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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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杂酝栽 的大部分病变如间质瘤尧 平滑肌瘤均

为良性病变袁 但其存在着向恶性肿瘤转化的潜在
可能袁 因此临床工作中治疗方法选择上一直倾向
于手术切除病变遥 随着内镜技术的快速发展袁胃黏
膜下肿瘤在排除了呈现浸润性生长尧 明显凸向腔

窑 圆缘猿 窑

合圈套器在短时间内将肿瘤切除干净袁 同时尽快
使用钛夹从两边向中心夹闭穿孔面遥 在研究中我
们发现患者发生穿孔后的气腹程度与穿孔的直径
并不是相对应的袁 这可能还与手术过程中患者胃
腔内的压力尧穿孔后操作的时间尧钛夹的夹闭方式
等多种因素相关咱员苑原员愿暂遥
术中 穿孔 的预 防 和 穿 孔 后 及 时 的 处 理在 胃

外尧周围淋巴结转移的情况下袁目前已基本达成了
首选 耘杂阅 治疗的共识 咱员原远暂袁它的优点在于手术创伤

杂酝栽 行 耘杂阅 治疗中固然重要袁 同样穿孔的术后处
理在治疗中也是非常关键的咱员怨原圆员暂袁通常我们在术后
常规给予禁食尧吸氧尧胃肠减压尧抑酸护胃尧预防感
染尧营养支持等对症处理袁其中胃肠减压管的放置

发癌变的可能遥
胃 杂酝栽 行 耘杂阅 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出血

在穿孔的术后处理中尤为重要袁 它不仅能减轻胃
内压袁减少胃液经穿孔向腹腔内外渗袁同时还能帮

小袁同时使胃的完整性得到保留成为可能袁避免了
胃大部切除后患者发生残胃炎尧 吻合口炎甚至继

和穿孔袁前者可以通过电凝尧粤孕悦尧热活检钳的止血
措施使得绝大多数出血可以在术中被有效制止咱员缘原员远暂袁
极少患者因术中出血转开腹手术袁我们进行的 愿圆 例
胃杂酝栽 患者 耘杂阅 手术无 员 例因术中出血转开腹手
术遥 穿孔是胃 杂酝栽 行 耘杂阅 手术中另外一个常见并
发症袁如肿瘤起源于深固有肌层袁在剥离的过程中
很难保证将固有肌层和浆膜层完整分离袁 从而导
致穿孔袁 特别是肿瘤与浆膜层紧密相连甚至凸向
腔外袁那么要完整剥离病灶袁手术过程中将必然发
生穿孔袁 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并发穿孔倒不如说是
为了将病变切除完整而发生的主动穿孔咱怨原员员暂遥 本研
究中 愿圆 例胃 杂酝栽 手术中发生穿孔的病例 员缘 例袁
有 员园 例起源于深固有肌层袁其余 缘 例起源于黏膜
肌层和浅固有肌层袁 前者因肿瘤起源深与浆膜层
粘连紧密而发生穿孔袁 后者均因剥离过程中对病
变深度把握不准而导致袁 如操作得当是可以避免
的袁因此病变的深度是胃 杂酝栽 行 耘杂阅 手术中发生
穿孔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咱员圆原员源暂遥
胃穿孔可导致气腹袁严重时可影响心肺功能袁
同时可继发腹腔内感染尧 消化道腹腔漏等诸多棘
手的后续问题袁因此在剥离过程中应尽量耐心尧仔
细操作避免穿孔袁 如果发生穿孔也要尽量减少气
腹的量袁 因为我们发现患者术后气腹的量和恢复
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袁 我们的经验是剥离到肿瘤
的基底部时袁 此处往往是病变和浆膜层粘连最为
紧密的地方袁 可以继续使用 匀韵韵运 刀沿基底部尽
量剥离浆膜层袁 即便发生穿孔也可保证穿孔的直
径在较小的范围袁 同时可以先行用钛夹夹闭穿孔
后再行继续剥离袁 如果发现肿瘤的基底与浆膜层
有较大范围粘连袁 完整剥离病变而保留浆膜层无
可能袁可以先将胃腔内的气体和液体尽量吸尽袁配

助观察是否有继发性出血袁 在预防感染方面我们
的经验是袁如果没有穿孔一般不使用抗生素袁发生
穿孔也只是预防性使用 员耀圆 凿袁如患者无腹膜炎症
状体征则尽快停用袁本研究中 员源 例内镜下穿孔缝
合的患者均预防性给予 员耀猿 凿 抗生素袁 无 员 例发
生术后继发腹膜炎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袁胃部发生
穿孔继发腹膜炎的可能性相对肠穿孔几率要小很
多袁我们推测可能是胃内酸性环境细菌相对较少袁
当然与术中及时缝合穿孔面也是密切相关的遥 有
研究报道气腹严重时可在右侧腹部穿刺放气袁在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未进行腹腔穿刺放气袁 气腹
经 远耀圆员 凿 均可自行吸收遥 如果气腹严重以至影响
心肺功能时袁 必须穿刺放气甚至需要腹腔镜行腔
外探查遥
目前袁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通常首选 耘杂阅 手术方
式进行胃 杂酝栽 的治疗袁术中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就是
穿孔袁 当然这与手术操作方式以及肿瘤的起源深度
密切相关袁对于深固有肌层起源的 杂酝栽 有时穿孔在
所难免袁 本研究表明并发穿孔后及时行钛夹缝合穿
孔面同时配合术后的相应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袁 同时
也提示 耘杂阅 方式行深固有肌层的胃部 杂酝栽 是安全
有效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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