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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罕见病例 MDT 讨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
胃瘫综合征 MDT 诊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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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 1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胃瘫综合征的临床诊治过程及经验。方
法 对我院近期收治的 1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胃瘫综合征患者开展普通外科、内分泌科、
营养科、放射科、病理科专家参与的多学科协作（MDT）会诊讨论。结果 MDT 讨论结果认为，该例患者术前诊
断右半结肠癌明确，行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出现胃瘫综合征，且患者术前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胃瘫的发生可
能跟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关，建议在术后补充甲状腺素钠、营养支持治疗。按照 MDT 讨论结果，在胃瘫发生后给
予补充甲状腺素钠、营养支持治疗，患者胃瘫逐渐治愈，顺利出院。结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是右半结肠癌根
治术后胃瘫综合征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MDT 机制可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胃瘫综合征的
患者提供个体化的优选治疗方案，使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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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1 case of hypothyroidism complicated
with postoperative gastroparesis syndrome (PG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colon cancer. Method

The multi-

disciplinary (MDT) mechanism was used to discuss the MDT consultations of the departments of general surgery,
endocrinology, nutrition, radiology, and pathology in a patient with hypothyroidism and right hepatic colon cancer after
the radical resection. Results

The MDT discussion concluded that the patient had a clear diagnosis of right colon

cancer before the surgery, and the PGS occurred after the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colon cancer. The patient had the
hypothyroidism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PGS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hypothyroidism. The experts
of MDT recommended to treat with the thyroxine sodium and nutritional support treatment after the surger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DT discussion, the patient’s PGS were gradually cured and discharged smoothly after
the thyroxine supplementation and nutritional support. Conclusion

Hypothyroidism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occurrence of PG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colon cancer. MDT mechanism can provide individualized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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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hypothyroidism complicated with PG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right colon cancer and benefit
these patients.
【Keywords】 multi-disciplinary; hypothyroidism; right colon cancer; postoperative gastroparesis syndrome

术后胃瘫综合征（postoperative gastroparesis

患者入院时实验室检查：行血常规、肝功能、

syndrome，PGS）亦称胃功能性排空障碍，主要是指

肾功能、电解质、甲状腺功能及凝血功能检查正

发生在腹部手术（尤其是胃肠道手术）后出现的一

常。入院检查乙肝病毒和梅毒均为阴性。乙肝两

种以胃排空迟缓为主要症状的功能性疾病，尤以胃

对半检查提示阴性。肿瘤标志物 CEA 为 2.61

部手术后发生 PGS 较为多见，结直肠癌术后出现

μg/L。

PGS 则较为少见，但近年来随着结直肠癌患者发病

1.3 影像学检查

率的逐年上升，结直肠癌术后出现 PGS 亦有越来越
[1]

入院后行腹部 CT 检查提示升结肠肿物，与周

多的报道 。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发生 PGS 原因较

围腹膜结构显示不清（图 1a）。结肠镜检查提示为

为复杂，目前的研究表明其发病与神经-精神因素、

回盲部新生物，结肠癌不除外，不完全性肠梗阻

手术创伤因素、手术后胃解剖结构改变等因素相关

（图 1b、1c），病理活检提示：升结肠癌（图 1d）。

[1]

1.4 诊治经过

，但是其具体因素及相关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

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

患者入院后完善术前相关准备，于入院后第 4

和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不足导致的一种全身代谢

天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术中

减低综合征，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逐

回肠末端与横结肠行对端吻合。术后病理检查结

[2]

[3]

渐上升的趋势 。有研究 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可

果提示为升结肠腺癌（图 1e）。术后常规行禁食

能是 PGS 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对于甲状腺功能减

水、肠外营养支持、对症处理。患者术后第 4 天感

退合并右半结肠癌的患者，在行结直肠癌手术前积

恶心、上腹饱胀，行置胃管、持续胃肠减压处理，并

极有效地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并在术后及时补

禁食水、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术后第 7 天患者恶

充甲状腺激素对预防 PGS 的发生、促进患者康复可

心、上腹饱胀感加重，并出现呕吐，每日胃管引流

能具有重要意义。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

量约 800～1 200 mL，可闻及胃振水音，听诊肠鸣音

通外科自 2017 年 10 月开展了消化道肿瘤多学科协

减弱（肠鸣音 2～3 次/min），肛门偶有排气，无排

作（MDT）综合治疗讨论，已为数百例复杂胃肠道

便。口服泛影葡胺行上消化道造影提示消化道无

肿瘤患者提供了个体化优选治疗策略，使患者获

机械性梗阻，胃肠蠕动慢，伴有胃潴留（图 1f）。查

益。近期我院收治了 1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右

血常规、肝功能、血钾、血钠正常，临床上初步考虑

半结肠癌的患者，在术后发生了 PGS，经过严格的

为胃瘫，立即在胃镜引导下置入鼻空肠营养管，并

MDT 讨论并诊治后顺利出院，现报道如下。

通过鼻空肠管予肠内营养，予多潘立酮 10 mg、莫

1 临床资料
1.1 病史简介

沙必利 10 mg 加入胃管注入（3 次/d），甲氧氯普胺
10 mg 肌肉注射（1 次/d），持续胃肠减压并引流，用
0.9% 温盐水洗胃（1 次/6 h），经空肠营养管行肠内

患者，女，73 岁。因“腹痛 2 d 于 2018 年 5 月

营养支持治疗，同时经中心静脉行肠外营养支持治

17 日”入院。患者 2 d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

疗，并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补充足够的热

间断性隐痛不适，疼痛位于右下腹部，与进食、体

量、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纠正负氮平衡。

位无明显关系。不伴呕血、黑便、恶心、呕吐等不

术后 17 d 患者恶心、呕吐症状逐渐好转，但仍腹

适，无尿频、尿急、尿痛、血尿等症状，患者遂至我

胀，胃肠功能仍未恢复，肠蠕动较弱。术后至今患

院门诊就诊。既往 8 年前患者在外院明确诊断为

者一直未补充甲状腺素纳片治疗。术后 25 d 患者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并一直口服左甲状腺素钠片治

复查甲状腺功能提示甲状腺功能减低，血钾、血

疗（1 次/d，每次 75 mg）。入院时查体：右下腹轻

钠、血钙、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处于正常范围。

压痛，无反跳痛、肌紧张，右下腹触诊未触及明显

患者术后出现胃瘫，术前查甲状腺功能正常，考虑

包块，其余腹部查体未见阳性体征。肛门指诊未见

到患者术前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术后未常规补

异常。

充甲状腺激素治疗，复查甲状腺功能减低，PGS 与

1.2 实验室检查

甲状腺功能减低是否相关暂不明确，且下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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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患者手术前后的部分检查结果

a：CT 检查提示升结肠处可见一肿物，测量肿瘤外径约 5 cm×5 cm×4 cm，与周围组织边界不清，增强扫描相时可见明显强化，且局部肠
腔呈不均匀狭窄；b：术前电子结肠镜检查循肛进镜至回盲部，于升结肠见一肿物，占据大部分肠腔，表面覆有脓苔，质地催，触之易
出血，且镜身无法通过;c：术前电子结肠镜检查过程中逐渐退镜至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肠管均未见明显异常；d：示术前
通过电子结肠镜取升结肠肿物活检见腺癌细胞（HE ×40）；e：示术后切取的升结肠肿瘤病理活检见（升结肠）腺癌细胞
（HE ×600）；f：术后 7 d 口服泛影葡胺行上消化道造影提示消化道通畅，无机械性消化道梗阻，且造影剂通过缓慢，胃肠蠕动较差，
伴有胃潴留

措施尚不明确。故笔者收集整理患者临床资料，提

CT 检查可看出，患者升结肠部位可见一肿物，肿

请消化道肿瘤科进行 MDT 讨论。

物略靠近回盲部，测量肿瘤外径约 5 cm×5 cm×4 cm

2 MDT 讨论
MDT 讨论时间为术后 27 d，参加科室包括放

大，与周围组织边界不清，增强扫描相时可见明显
强化，且强化不均匀，考虑为肿瘤性病变。另外肿
物周围可见散在肿大淋巴结显示，未见明显强化，

射科、普通外科、内分泌科、病理科及营养科。

不排除为局部反应性增生。影像学印象为：升结

2.1 影像科医生

肠肿物。患者术后出现 PGS，口服泛影葡胺行上消

放射科王光宪副教授认为，从术前患者腹部

化道造影后，阅片提示消化道通畅，无机械性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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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且造影剂通过缓慢，胃肠蠕动较差，伴有胃潴

治医师意见。患者为老年女性，因腹痛 2 d 入院，

留。阅片完毕。

入院后行肠镜、腹部 CT 检查，明确诊断为升结肠

2.2 病理科医生
病理科唐雪峰副教授认为，患者入院后行肠镜
检查并取结肠肿物活检，病理切片中可见细胞结构
排列紊乱，异性细胞数量较多，并可见脉管癌栓结
构，局灶癌变明显。病理印象为：（升结肠）腺
癌。术后肿瘤标本送病理检查结果提示：（升结
肠）中分化腺癌，肿瘤侵犯浆膜层，肠周淋巴结有
癌（1/9）。
2.3 营养科医生
营养科白倩主治医师认为，患者入院明确诊断
为升结肠癌，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并在全麻下行右
半结肠癌根治术，术后所给予肠外营养结构合理，
所提供的能量充足，患者一直保持着水、电解质平
衡，且血钾、血钠、血钙、微量元素、维生素等均按
需补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术后充足的营养支持
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是预防 PGS 发生的重要因素，该
患者术后营养支持较好，其 PGS 的发生与营养支持
[5]
不足、血钠、血钾紊乱关系可能不大 。目前该患者
复查白蛋白、前白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等指标正
常，营养状况可，建议继续按目前营养方案行支持
治疗，并继续补充电解质，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我
科随诊。
2.4 内分泌科医生
内分泌科张瑞主治医师认为，同意白倩主治医
师意见。患者入院明确诊断为升结肠癌且既往患
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既往一直规律口服甲状腺素钠
片治疗，入院后检查甲状腺功能正常。患者行手术
治疗后，由于围手术期需禁食水，因此未立即补充
甲状腺素钠治疗，术后患者出现胃瘫，并再次复查
甲状腺功能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根据相关文献
[6]
报道，胃瘫可能与代谢性疾病有关，如甲状腺功
能减退症属于胃瘫的高危因素，但目前的相关临床
研究较少，其确切的机制亦不明确。右半结肠癌根
治术由于对胃周围的迷走神经损伤刺激较小，因此
临床上行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后极少引起胃瘫。因
此右半结肠癌术后 PGS 的发生是否与甲状腺功能
减退相关仍不确切。考虑到该患者的病史及诊疗
经过，目前高度怀疑其 PGS 的发生与甲状腺功能减
退有关。在治疗上，建议适当补充甲状腺素钠片，
可将药物经鼻空肠营养管注入，并定期复查患者甲
状腺功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我科随诊。
2.5 普通外科医生
普通外科肖卫东副教授医师认为，同意张瑞主

癌。患者有明确手术指征，入院后积极完善手术相
关检查及准备，并限期在全麻下行标准右半结肠癌
根治术，术中将回肠末端与横结肠行侧-侧吻合，术
后病理提示为升结肠腺癌。术后给予充足的营养
支持治疗后，患者伤口恢复可，但术后患者出现恶
心、呕吐，胃管引流出胃液较多，且肠鸣音较弱，行
碘水造影检查提示消化道通畅，造影剂通过缓慢，
无机械性梗阻，伴有胃潴留，考虑为术后胃瘫。由
于术中横结肠较为游离，与胃周间隙显示较清楚，
术中并未造成胃周神经损伤，因此胃瘫的发生与胃
周迷走神经损伤的关系可能不大。考虑到患者既
往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既往一直规律口服甲状腺
素钠片治疗，入院后检查甲状腺功能正常，但是患
者在围手术期由于需要做肠道准备，术后禁食水，
未及时补充甲状腺素钠，术后患者出现胃瘫，因此
我们怀疑术后 PGS 的发生与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
相关。现患者已留置鼻空肠营养管，可按内分泌科
会诊意见经鼻空肠营养管注入甲状腺素钠片治疗
并定期复查患者甲状腺功能。同时继续按营养科
讨论意见行营养支持治疗，并继续补充电解质，维
持水、电解质平衡。

3 结果
经 MDT 讨论后，按内分泌科 MDT 讨论意见
给予抗甲状腺功能减退治疗，将甲状腺素钠片（1
次/d，每次 75 mg）碾碎，经胃管注入胃空肠营养
管。术后 37 d 患者腹胀症状逐渐减轻，肠蠕动增
强，每日胃管引流量减少至 200～400 mL，听诊肠
鸣音正常（3～5 次/min），予拔除胃管，但仍留置鼻
空肠营养管，逐日减少肠外营养，并开始口服流质
饮食增加肠内营养，术后 40 d 患者已无腹胀，无胃
振水音，肠鸣音正常，并开始排气、排便，考虑胃肠
道功能逐渐恢复，遂拔除鼻空肠营养管及中心静脉
导管，加大经口进食量。5 d 后患者大小便完全正
常，胃肠道功能逐渐恢复，于术后 50 d 出院，胃瘫
历时 42 d 完全恢复。

4 讨论
PGS 是指术后非机械性的胃肠动力紊乱所致
的以胃排空障碍为主要征象的一个综合征，多继发
于上腹部手术后，中下腹手术后较为少见，对手术
治疗往往无效，甚至加重病情，延长恢复时间，而
[6]

经保守治疗多可治愈 ，其发病原因被认为是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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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引起，且各种因素之间往往交互起作用，共同

吐等一般临床症状外，并符合以下 5 点即可诊断

影响胃瘫的发生发展及预后。

PGS

4.1 PGS 可能的发病机制
PGS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跟以下因
[7]
素相关 ：① 精神因素：患者在术前处于高度紧张
状态，围手术期的应激反应引起患者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交感神经纤维激活，抑制了胃肠神经丛的神
经元，抑制平滑肌细胞收缩，使得胃肠动力被抑
制，导致胃肠排空延迟。② 胃内环境的改变：胆
汁返流，引起胆汁返流性胃炎，干扰胃正常排空。
③ 麻醉因素：与麻醉时过多的空气或氧气吸入胃
内有关，胃过度膨胀，胃壁肌肉麻痹。④ 胃迷走神
经损伤：腹部手术后胃肠抑制性交感神经系统被
激活，从而抑制胃肌电活动，延缓胃排空。⑤ 胃肠
肽类激素可延缓胃排空：现在发现许多胃肠肽类
激素如生长抑素、胃泌素、胆囊收缩素等均可抑制
胃排空，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⑥ 代谢性疾病：
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综合征、糖尿病等均可导致胃
瘫，其机制亦未明确，可能与机体代谢紊乱有关。
⑦ 其他因素：水电解质平衡紊乱、饮食改变、患者
体质弱、贫血，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过敏反应、
腹腔严重感染等均可引起胃瘫。本例患者为右半
结肠癌术后出现胃瘫，其引起胃瘫的原因暂不明
确，目前关于胃部手术后引起胃瘫的报道较多，但
结直肠癌手术后出现胃瘫的报道相对较少，其原因
可能在于，胃部手术过程中易引起胃部牵拉、胃部
神经丛受损伤、神经传导障碍以及胃平滑肌细胞损
伤有关，而结直肠手术距离胃部位置较远，一般结
直肠手术的游离位置未涉及到胃部损伤，尤其是右
半结肠手术，引起胃部损伤的可能性更小，因此目
前关于右半结肠癌术后胃瘫的报道更少，引起胃瘫
的原因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虑。由于胃
瘫可能与代谢性疾病有关，该患者术前合并有甲状
腺功能减退症，属于胃瘫的高危因素，术前均规律
服用甲状腺素钠片治疗，围手术期停药后，术后在
常规胃肠减压、营养支持等治疗的情况下出现胃
瘫，再次复查甲状腺功能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给
予抗甲状腺功能减退治疗后，患者的胃瘫均逐渐好
转，因此胃瘫很有可能与围手术期甲状腺功能减退
有关，但目前的病例较少，右半结肠癌术后胃瘫的
发病是否确实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仍有待大量
的数据加以证实，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有待进一步
研究。
4.2 PGS 的诊断
PGS 的诊断依据除了有上腹部胀痛、恶心、呕

机械性梗阻，但有胃潴留；② 合并有引起胃瘫的

[8-9]

：① 经胃镜、碘水造影等检查未见胃输出道

基础性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胰腺炎
及某些结缔组织病；③ 胃引流量每日超过 800
mL，且持续时间超过 10 d；④ 无明显水、电解质紊
乱及酸碱失衡，如低血钾、高血糖；⑤ 近期未服药
抑制平滑肌收缩的药物。胃瘫由多种因素诱发，诊
断时必须排除机械性、器质性病变。本例患者术后
出现上腹部胀痛、恶心、呕吐，且行消化道造影胃
镜检查排除了胃流出道的梗阻，并见胃肠蠕动欠佳
或无蠕动，呈明显排空减缓，且胃内有大量胃液潴
留，行胃肠减压后每日可引流出超过 800 mL 的胃
液，这些均符合胃瘫的诊断。因此该例右半结肠癌
术后出现 PGS 的诊断较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该
患者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有可能有助于胃瘫的诊断，甚至是胃瘫发病的高
危因素之一。

4.3 PGS 的治疗
[10-11]
目前 PGS 的治疗主要采取保守治疗为主
，
其主要治疗策略如下：① 解除患者精神压力，禁
食水，行持续胃肠减压，并纠正水和电解质及酸碱
平衡紊乱。② 胃瘫一经诊断即留置鼻空肠管，予
肠内营养支持，这对促进胃、十二指肠蠕动具有重
要意义，且有利于维护肠黏膜屏障，减少肠源性感
染的发生。③ 减少消化液的分泌，如胃肠减压、质
子泵抑制剂及生长抑素的使用，可有效地抑制胃泌
素、胃酸、胰液及小肠液的分泌。④ 给予促胃动力
药治疗，如甲氧氯普胺片、多潘立酮片和西沙比
利，这些药物能促进食管和胃窦收缩，降低幽门和
十二指肠张力，加速小肠运动，从而促进胃排空。
⑤ 胃镜治疗，其机制可能是镜身及注入的气体直
接刺激胃壁，增强了胃肠交感神经的活动，但其具
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⑥ 维持体内环境的稳
态，纠正贫血、低蛋白血症、血糖异常、电解质失衡
等。本例患者在明确诊断为胃瘫后，即放置鼻空肠
管，补充的液体全部经鼻空肠管给予，后期胃肠功
能逐渐恢复后经口进食，极大地促进了胃肠功能恢
复，且减少了肠道菌群紊乱、肠道菌群移位等风
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患者术前明确诊断为甲状
腺功能减退，围手术期暂停服用甲状腺素钠片，术
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经及时行抗甲
状腺功能减退治疗后，胃肠功能逐渐恢复，因此该
患者的治疗成功虽然得益于及时的支持治疗，但针
对原发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时行对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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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亦密切相关。虽然目前类似的病例尚不多，但这

析.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6, 23(8): 926-930.

有可能对于我们以后类似相关的病例治疗提供指
导。

4 Meng H, Zhou D, Jiang X, et al.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总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合并右半结肠癌根治
术后出现胃瘫的病例较为少见，一旦发生 PGS 后，

5 罗应超, 陈国强, 张金强. 结肠癌术后胃瘫早期肠内营养患者的

及时诊断并识别该病例，并行持续胃肠减压、肠内
营养支持、维持内环境平衡等保守治疗尤其重要；
针对与 PGS 发生的相关疾病，如本例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患者行及时的抗甲状腺功能减退治疗可能有
利于病情的恢复。
感谢赛生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对该栏目的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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