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投稿: http://www.baishideng.com/wcjd/ch/index.aspx
帮助平台: http://www.wjgnet.com/esps/helpdesk.aspx
DOI: 10.11569/wcjd.v23.i34.5417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年12月8日; 23(34): 5417-5422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述评 EDITORIAL

黏膜下隧道内镜食管肿瘤切除术的护理新进展
李 珑, 陈晓莉, 王佩茹, 赖雪珍
李珑,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护理部 海南省海口市 570311
陈晓莉, 王佩茹, 赖雪珍,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消化内镜科
海南省海口市 570311
李珑, 主任护师, 主要从事妇产科专业、消化内镜专业基础护
理、临床护理管理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本文综述由李珑、陈晓莉及王佩茹完成; 赖雪
珍负责审校.
通讯作者: 赖雪珍, 副主任护师, 570311, 海南省海口市白水
塘路48号,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消化内镜科.
1045392400@qq.com
电话: 0898-66808130
收稿日期: 2015-06-17
修回日期: 2015-07-31
接受日期: 2015-08-17
在线出版日期: 2015-12-08

Nursing in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Abstract

■背景资料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 is a new endoscopic technique
and represents an extension of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technique. STER
allows the resection of esophageal submucosal
tumors in a tunnel which is built between the
mucosa layer and muscle layer of the esophagus
by EDR. Here we undertak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STER in esophageal
submucosal tumors and the nurs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describes some
novel ideas and methods of nursing cooperation
in STER, which include keeping the area in front
of the chest relatively sterile, disinfection of the
wire connector of high frequency electrotome,
installing a transparent cap, cleaning the
surgical area, keeping the wound in the tunnel
sterile, choosing and using the new accessory,
and prevention of pressure u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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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下隧道内
镜 肿 瘤 切 除
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的方法
源于固有肌层
的 黏 膜 下 肿
瘤(submucosal
tumals, SMTs), 其
创造性和新颖性
在于STER充分利
用消化系这个人
体自然腔道, 巧妙
地在消化系黏膜
和固有肌层建立
“隧道”进行微
创技术, 可在直视
下进行肿瘤切除.

■同行评议者

摘要
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 u b m u c o s a 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是一
种新的内镜技术, 是内镜黏膜下层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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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陈莉等在强调术
中护理中隧道腔
无菌盐水冲洗的
重要性; 詹磊磊
等 则 注 重 C O 2的
正确使用; 许迎
红等提到缩短术
后禁食时间的可
行性.

延伸. 是利用内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在食管
黏膜层与肌层之间建立通道, 利用该隧道空
间进行食管黏膜下肿瘤的切除. 本文系统阐
述STER在食管黏膜下肿瘤的应用及护理配
合. 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在配合隧道技术护理
方面的一些新理念和做法. 包括患者胸前区
域相对无菌要求, 高频电导线接头消毒; 透
明帽安装; 手术视野清晰度处理; 隧道腔内
保持无菌创面处理; 新型附件的选择及使用;
皮肤压疮的预防. 对今后同行配合隧道技术
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STER)的方法源于固有肌层的SMT, 其创造性
和新颖性在于STER充分利用消化系这个人体
自然腔道, 巧妙地在消化系黏膜和固有肌层建
立“隧道”进行微创技术, 可在直视下进行肿
瘤切除, 避免损伤周围组织和脏器, 以免发生
严重并发症, 可达到术后完全无体表疤痕, 充
分体现了“微创治疗”的优越性[5].
1 应用范围
病例选择位于食管中下段来源于固有肌层的
黏膜下肿瘤, 超声内镜下包膜光滑完整, 直径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黏膜下隧道; 食管肿瘤; 护理配合; 新理念
核心提示: 本文着重强调黏膜下隧道内镜肿
瘤切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的护理要点. 其区别于其他内镜手术
的要点为: 术中气道压力的监测、C O 2正确使
用、无菌技术在各个环节中的应用、透明帽的
稳妥安装、皮肤压疮的预防.

<4 cm. 食管上段不利于隧道的建立及隧道口
钛夹的闭合; 包膜欠完整有恶性倾向, 内镜下
切除易残留或复发; 直径过大则肿瘤难于从隧
道口取出. 如对>4 cm或一些不规则生长的固
有肌层肿瘤, 由于隧道空间有限, 完整切除较
为困难, 而双镜结合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大大减少患者创伤[6].
2 手术方法
2.1 麻醉方法的选择 由于手术时间较长, 在建

李珑, 陈晓莉, 王佩茹, 赖雪珍. 黏膜下隧道内镜食管肿瘤切除术
的护理新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 23(34): 5417-5422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5417.asp DOI:

立黏膜下隧道时需保证患者处于深度镇静状
态, 避免体动的发生. 手术时, 对消化系内脏神
经的刺激和牵拉, 可导致患者呛咳、恶心、呕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34.5417

吐、疼痛等有适症状, 麻醉过浅不能有效抑制
术中的应激反应, 麻醉过深又影响苏醒. 且操

0 引言
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s u b m u c o s a l t u m a l s,
S M Ts)患者通常无任何临床症状, 多数在常
规胃镜检查时发现病灶[1]. 随着内镜检查的普
及和超声内镜的使用, 位于黏膜固有肌层的
食管肿瘤发现率明显增高 [2] . 食管固有肌层
肿瘤是上消化道常见的黏膜下肿瘤, 多为良

作时需经常充气扩张食管、注水冲洗并常有
出血, 增加了返流误吸的风险. 若不插管全凭
静脉麻醉可能带来误吸风险, 给气道管理带
来风险 [7,8]同时采用气管插管全麻可减轻肌张
力、密切监测气道压, 有利于手术顺利进行.
2.2 定位 用无菌消泡剂盐水反复冲洗黏膜, 明
确肿瘤位置. 反复冲洗黏膜可使术野清晰, 减

性, 发病率逐年上升, 并有年轻化趋向. 肿瘤

少术野细菌存在, 防止感染的发生.

逐渐增大会引起出血、梗阻、压迫脏器、恶

2.3 建立黏膜下隧道, 显露肿瘤 选择距肿瘤近

变等严重问题, 需要尽早切除 [3]. 对于食管固

口侧直线距离5 cm处食管黏膜作为切口, 行黏

有肌层肿瘤, 以往采用外科手术或胸腔镜切

膜下注射水垫液(肾上腺素1 mg+靛胭脂3 mL+

除为主. 近年来, 随着内镜操作技术的不断提

透明质酸钠1.6 mL+生理盐水100 mL), 纵行或

高、配套器械的不断更新, 在内镜黏膜下层剥

横形切开黏膜1.5-2.0 cm. 既往多采取纵形切口,

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现在也有术者采取横形切口或45°斜切口 [9].

治疗黏膜病变的基础上, 产生了隧道技术, 即

令狐恩强等 [10]将两组不同切口方式进行了临

用内镜在消化系黏膜下建立位于黏膜层与肌

床对比试验, 发现横行切口组患者的气体相关

层之间的1条通道, 通过该通道进行的黏膜

并发症率低于纵行切开组(9.8% vs 41.7%), 同

侧、固有肌层侧、穿过固有肌层到消化管腔

时手术耗时更短. 这是因为横行切口较宽且开

[4]

外的诊疗技术 . 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

口外张镜身与隧道存在缝隙, 操作便利, 同时

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隧道与外界相通, 不断注入的CO2气体可以及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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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排出, 避免了隧道内过量积聚, 最终进入纵
[11]

3.1.4 护士准备: 了解患者的全身情况和局部病

隔、胸腔内 .

灶情况, 了解手术方法和手术医生情况, 评估

2.4 隧道内剥离肿瘤 充分黏膜下注射, 使黏膜

手术时间和风险性, 做到心中有数[5].

层与肌层之间有较大的空间建立隧道. 见瘤体

3.1.5 器械准备: 准备好术中需用的各种器械:

后, 小心剥离瘤体, 尽可能保持黏膜层的完整.

副送水功能内镜、高频电发生器、注水设备

如瘤体过大, 隧道内空间不足以一次性完整剥

(注水泵、无菌生理盐水及注水管道)、C O 2

离, 可分次将瘤体剥离并取出. 可用异物钳或

设备(C O 2气瓶或管道、C O 2气泵装置一套、

圈套器抓持标本, 随内镜一同退出. 注意标本

气管与注水瓶连接头)、透明帽、黏膜下注射

是否卡在生理狭窄位、咽喉部等, 如有滑脱,

水垫液(肾上腺素1 mg+靛胭脂3 mL+透明质

必须重新寻找回收.

酸钠1.6 mL+生理盐水100 mL)、ESD器械[注

2.5 处理创面 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创面, 去除

射针、球形刀或D ual-knife(K D-650)、钩刀

焦痂, 吸净隧道内液体, 所有冲洗管路应经过

Hook knife(KD-620LR)、绝缘刀IT-knife(KD-

消毒处理; 根据血管裸露情况选用不同型号高

611L KD-612L)、三角刀Triagle tip knife(KD-

频治疗钳电凝出血灶和裸露小血管.

640L)、圈套器、高频治疗钳(FD-410LR FD-

2.6 严密牢靠闭合隧道口 熟练掌握钛夹的使

本文在强调了护
理中容易忽略的
问题: 如导线连
接头的清洁无菌,
患者胸前区及枕
部的相对无菌区
的建立, 皮肤压
疮的预防.

411Q R)、三爪或五爪钳、止血夹与夹子装

用技巧, 与操作医生默契配合, 对位置不满意

置]、无菌纱布数块、750 mL/L乙醇、20 mL

钛夹用异物钳去除重新再夹, 以确保闭合牢靠.

注射器、治疗碗、消泡剂、胸穿包、深静脉

如有黏膜层损伤, 应同时闭合黏膜层损伤处.

穿刺套件.
3.1.6 设备准备: 安装消毒后副送水治疗镜, 前

3 护理配合

端置透明帽. 透明帽的安装一般长出内镜先端

3.1 术前护理
3.1.1 术前评估: 评估患者既往病史、过敏史、
用药史; 评估近期是否服用阿司匹林、非甾
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类和抗血小板凝聚类等药物, 如服用
应停用7-10 d再行手术. 检查血常规、出凝血时
间、电解质、肝肾功能、血糖、血白蛋白、
血型、输血前8项、心电图及胸片等; 评估患
者的心肺功能, 有严重心肺疾病、血液病、凝
血功能障碍者不宜行此项手术; 血糖不正常者
术前予以调整; 血白蛋白低于正常者术前可通
过静脉补充白蛋白予以纠正; 评估超声胃镜检
查结果, 了解肿瘤大小、位置、起源等[12].
3.1.2 心理护理: STER为新技术, 患者对手术本

1-2 cm, 必须通过内镜图像确认透明帽一圈的
准确位置, 用防水胶布固定, 防止脱落[5]. 正确
连接CO2气泵各管道, 控制CO2气体流量, 防止
黏膜吸收速度过快引起酸中毒, 不需考虑CO2
气体体积[15]. 开机, 调好参数, 确保关闭内镜主
机气泵以避免空气与CO2混合进入体内造成气
胸[16]; 将注水管道连接于注水泵和内镜上, 注
水泵应连接无菌生理盐水. 配制术中所需黏膜
下水垫液. 备好消毒纱布、无菌生理盐水及注
射器. 铺无菌巾于护士配合治疗车上[5], 按手术
步骤, 顺次放置所需无菌器械.
3.2 术中护理 由于手术特殊性, 需要2名护士进
行配合, 其中1名负责直接与手术医生配合, 另1

身、手术医生都存在一定的担心及不同程度

名负责器械传送、清理以及患者状况的观察[17].

的焦虑, 担心黏膜下隧道内镜此新开展的技术

3.2.1 体位: 待气管插管成功后, 协助麻醉师固

不能将病变彻底完整切除, 担心并发症的发生

定气管导管, 置患者于左侧卧位, 注意肢体摆

等.术前应与患者充分沟通, 了解患者想法, 针

放位置, 腋下垫胸垫, 防止左上肢因长时间受

对性采取护理措施. 向患者介绍此项技术的开

压而血运不良. 垫无菌巾于枕上及患者胸前,

展情况, 详细讲解治疗过程, 告知此种治疗方法

形成一相对无菌区, 避免镜身在操作时被周边

具有损伤小、出血少、并发症发生率低、恢复

环境污染, 并可保护患者的上衣及颈部不受操

快、切除彻底等优点, 解除患者焦虑、恐惧心

作时喷溅的血液及体液污染.

[13,14]

理, 使患者以最佳心理状态积极配合治疗

.

3.2.2 清洁上消化道黏膜及再次清洁消毒胃镜:

3.1.3 患者准备: 患者术前1 d沐浴更衣, 做好卫

协助医师进镜将胃内潴留物吸引干净, 以防

生处置. 术前禁食禁饮8 h以上, 术前晚保证充

止术中返流. 注入消泡剂, 不断吸引, 使术野

足睡眠.

清晰. 退出镜子吸引750 m L/L乙醇和无菌水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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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依次讲解了
STER术的护理
配合及注意要
点, 可为将开展
此项护理的同仁
们起到一定的指
导作用.

各约100 mL, 胃镜插入部同样以酒精纱布和无

头偏向一侧. 患者完全清醒后予半卧位, 减少

菌水擦拭, 整个过程尽可能做到无菌操作, 以

酸性胃液反流对病变部位的刺激. 术后早期活

预防感染, 利于创面愈合.

动可以预防术后长期卧床导致的下肢深静脉

3.2.3 剥离瘤体: 协助医生在胃镜插至肿瘤上

血栓形成、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但为防止钛夹

方约5 c m处时, 于口侧注射较深的1∶2亚甲

提早脱落造成的出血、愈合延迟等, 术后活动

[18]

, 延标记行黏膜

度必须适当, 手术当天绝对卧床, 指导并协助

下注射水垫液, 局部黏膜充分抬举后, 用Dual-

患者床上翻身, 床上使用便器等; 术后第2天可

knife(KD-650)或钩刀切开一长约2 cm切口, 于

适当下床活动, 例如如厕、洗漱等, 逐渐增加

黏膜下层与固有肌层间用Dual-knife(KD-650)

活动量. 指导患者活动时避免用力或增加腹压

分离, 形成一隧道. 反复进行黏膜下注射, 隧道

的动作, 如用力大便、提重物等, 防止用力过

内分离, 见肿瘤后, 配合医生继续沿肿瘤包膜

度造成钛夹提早脱落.

蓝生理盐水进行注射行标记

[19]

分离, 完整切除瘤体 .

3.3.2 饮食护理: 我们认为如无穿孔等并发症

3.2.4 止血及闭合隧道口: 隧道内感染发生的基

发生, 术后常规禁食24 h. 无需留置胃管. 石秀

础是出血和积液, 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术

菊等[24]在文献中提到术后常规留置胃管, 禁食

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均要进行灭菌处理, 在交

3 d, 第4天始进温凉无刺激流质, 1 wk后进食半

[20]

替使用的间隙, 所用器械应放在清洁区域内 .

流质饮食. 如出现穿孔征, 可适当延长禁食时

术中创面严密止血, 夹闭食管黏膜切口前反复

间. 2 wk内避免进食粗纤维食物, 避免过度咀嚼

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隧道. 吸尽液体后, 用高

造成钛夹过早脱落, 隧道口开放. 许迎红等[16]

频止血钳对可见小血管给予电凝止血, 隧道口

认为隧道内镜技术是将瘤体完整切除后用钛

[21]

. 主张使用FD-411QR

夹将黏膜表面隧道口全部夹毕, 食管黏膜创伤

高频止血钳. 术中全过程应严格无菌技术操作

小, 与传统的ESD术相比, 术后禁食时间相对

要点: 高频电导线接头为术中护士操作手必须

要短(传统的E S D术如无并发症, 术后常规禁

接触的部分, 但同样是护士最容易忽略之处,

食24 h), 他们给予23例患者术后禁食时间为12 h

应提前用一次性医用消毒巾消毒好, 置于无菌

左右. 开始进食时先予米汤50-80 mL/次, 5-6

台上, 避免随意挂放; 每次更换器械时应使用

次/d, 进食流质2 d, 第3天予半流, 逐渐过渡到

酒精纱布清理残留组织及血渍, 保证器械的清

软食, 嘱患者少食多餐, 每日5-6餐, 勿食生、

洁与性能良好.

冷、油炸、粗纤维及刺激性食物. 通过此饮食

3.2.5 观察有无皮下气肿, 预防压疮: 在上消化

护理, 他们观察到23例患者无1例出现因术后

道, 尤其是食管STER中, 应当用CO2注气, CO2

早期进食导致的出血、感染、消化道不适等

的脂溶特性使之能被周围组织快速吸收, 即

反应.

使漏出, 后果也不严重. 如以空气注气, 一旦

3.3.3 用药护理: 遵医嘱给予质子泵抑制剂抑制

穿孔, 空气即自穿孔部位不断漏出, 并在纵隔

胃酸分泌、抗生素预防感染、止血等治疗. 为

积聚、干扰循环, 甚至并发心律失常、心搏骤

保证发挥药物的最大疗效, 用药时掌握时间按

用钛夹纵形缝合创面

[22]

. 随时与麻醉医生沟通,

时应用, 早、晚餐前半小时静脉滴注质子泵抑

监测气道压, 气道压正常值为(15-20 cmH2O),

制剂各1次, 30-60 min滴完, 保持胃液pH值在

停( 即间室综合征)

[23]

,

7.3左右, 以减轻胃酸对创面的刺激, 促进创面

否则气道压过高提示气胸或纵隔气肿, 如气道

早日愈合; 预防用抗生素一般术前半小时静脉

压增高至30 cmH 2O并伴有循环不良, 应及时

滴注, 以发挥药物的最大作用.

如气道压力过高先排除麻醉气管导管因素

[7]

告知术者暂停手术先处理气胸 ; 经常触摸患

3.3.4 并发症的早期发现及预防: 隧道内镜技术

者颈部及前胸部, 观察有无皮下气肿的发生,

的主要并发症为穿孔、感染及出血. 如出现呼

如有异常, 应立即通知胸外科医生, 协助给予

吸困难、颈部及前胸部皮下有捻发感, 往往提

放气. 观察受压部位皮肤血运情况, 给予伸手

示有术中纤维膜损伤导致的纵隔气肿及气胸

按摩.

的发生. 一旦术中及术后皮下气肿明显, 呼吸

3.3 术后护理

困难, 出现体积超过30%的气胸, 可用8号针进

3.3.1 体位与活动: 全麻未清醒时予去枕平卧,

行皮下穿刺放气, 同时可使用静脉穿刺导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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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穿刺, 外接水封瓶行闭式引流, 必要时可
行负压吸引, 一般引流2-3 d, 患者肺即可复张,
拔管, 获得痊愈[5]. 如出现呕血, 提示术后创面
止血不良, 导致出血. 如发生高热, 则提示术后

2

3

有感染的发生. 术后给予心电监护, 密切监测
生命体征及外周血氧饱和度的变化, 观察患者
有无呼吸困难、颈部及前胸部有无捻发感及

4

其消长情况. 密切监测体温情况, 测体温4次/d.

5

如出现异常, 立即报告医生, 及时采取应对措

6

施. 保持病室环境清洁、整齐、安静, 减少人
员探视, 避免交叉感染. 询问患者有无疼痛及
疼痛的程度, 必要时给予止痛处理[16].
3.3.5 出院指导: 告知患者术后2 wk内要吃软、

7

8

烂、细、无刺激性食物, 忌食粗纤维食物. 适
量活动, 避免劳累和受凉, 不要做重体力活动.
遵医嘱定时、定量口服质子泵抑制剂及胃黏
膜保护剂4-6 wk. 嘱患者于术后3、6 mo、1年
复查胃镜, 观察创面愈合情况、病变有无残留

9

和复发[25].

10

4 结论

11

对于固有肌层来源的黏膜下肿瘤, S T E R不
同于传统内镜下消化道腔内手术, 是巧妙利

12

用黏膜和肌层间的空间进行操作, 相对于既
往的切除方式E S D、内镜下黏膜剥离切除术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 该手术
方式能迅速恢复消化系黏膜的完整性, 不但可
避免术后出现消化道瘘、胸腹腔感染等并发
症, 而且手术创面小、恢复快、患者住院时间
短、医疗费用少, 充分体现了微创手术的优越

13
14

15
16

性[26-29]. STER术中, 既使术中食管外膜有发生
穿孔, 只要黏膜层未损伤, 隧道口闭合良好, 就

17

可避免术后穿孔及感染的可能性. 接受隧道内
镜术的患者病变一般位于食管中段, 邻近主动

18

脉等大血管, 风险较大, 对该技术要求较高, 此
项技术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操作者本身具备
熟练的内镜及ESD 技术, 还需要术前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评估及充分的准备、术中护士的密

19

切配合及术后的精心护理[30]. 构建医护一体化

20

模式, 做到术前、术中、术后医护充分沟通合

21

作, 进一步深化优质护理服务理念, 提高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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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过高先排除
麻醉气管导管因
素, 否则气道压
过高提示气胸或
纵隔气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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