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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在胰腺手术中的应用进展
田凤宇，孔瑞，孙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胆外科（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 总结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在胰腺手术中的应用现状。方法
检索近年国内外有关胰腺外科领域中 ERAS 应用的临床研究文献，对 ERAS 在胰腺手术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
述。结果 在 ERAS 理念指导下，通过术前患者宣讲教育、依从性审核及良好的术前准备，术中微创化的手术方
式和精密的液体管理，术后良好的疼痛管理、营养支持、血糖调节及腹腔引流管的管理，有利于实现患者的快速
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及减少住院花费。结论 虽然 ERAS 在胰腺手术中的应用已逐渐为胰腺外科医生所接受，但
仍需在大规模胰腺外科中心、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下保证其安全有效地推进。此外，国外指南中的部分相关指导
建议多来源于其他学科实践经验，其在胰腺手术中的指导价值仍不明确，仍需要我国多中心的进一步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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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in pancreatic surgery.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ERAS in the field of pancreatic surgery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RAS, preoperative patient education, compliance audit, and high quality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and precise fluid management; pain management, nutrition support, blood
glucose regulation, and peritoneal drainage management,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patients to recover rapidly,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reduce the hospitalization cost.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ERAS in pancreatic
surgery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pancreas surgeon, but it still need to ensure its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in the
high volume pancreatic surgery center with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In addition,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in
foreign guidelines are mostly cited from other discipline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ts guiding value in pancreatic surgery is
still unclear, and still needs more multicenter clinical research.
【Keyword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pancreatic surgery; review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以减轻手术应激反应及促进患者恢复为核
[1-4]

心理念。多个研究 结果已证实了 ERAS 在胰腺切
除术中的应用具有可行性与安全性，且 ERAS 可以
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花费，而不增加死亡率和

点。笔者现结合国内外相关临床试验，就 ERAS 在
胰腺外科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及其新近热点问题作
一综述。

1 术前 ERAS 的应用

再入院率。但 ERAS 在胰腺外科中的实践相对滞

ERAS 术前准备主要包括：术前宣讲教育、肠

后，且实践模式多拘泥于学习国外指南。在我国当

道准备、术前禁食、术前营养支持、预防性抗生素

前的医疗背景下，如何安全有效地推进 ERAS 在胰

应用等方面。在胰腺外科领域，第 5 届世界 ERAS

腺外科中的应用已成为胰腺外科医生的关注重

大会强调了 ERAS 术前宣讲教育和术前依从性审核
[5-6]

两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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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术前准备
国内外指南

[7-8]

多建议，在 ERAS 框架下，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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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不必常规行肠道准备；术前禁食 6 h、禁水和轻

1994 年 Gagner 教授等 率先完成了世界第 1

质流食 2 h；对营养风险评分≥3 分的患者术前进行

例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是胰腺外科微创化

[9]

肠内营养支持 ；切皮前 0.5～1 h 或麻醉前预防性
[10]

使用抗生素；避免术前脱水及电解质紊乱 ；减少
[11]

[12]

胰岛素抵抗及术后不适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
[13]

的开端。近年来，我国胰腺外科微创化进程不断推
进，原因在于微创手术具有手术创伤相对较小、术
后疼痛相对较轻、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早及胃肠道功

降低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 。良好的术前准备有利

能恢复快的特点。这都与 ERAS 的理念相契合。然

于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且临床中易于实践，为

而微创手术是否可获得与开腹手术相同的效果？

患者的术后快速康复提供了保障。

患者是否可获得与开腹手术相同的生存预后？哪

1.2 患者术前宣讲教育
[14-15]
既往研究
虽然显示，对患者进行术前宣讲
教育，将有利于消除患者的焦虑情绪、促进康复及
缩短住院时间。但由于其证据级别较低，其结果并
未在胰腺手术中得到验证。因此，术前宣讲教育并
[5]
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Eller 教授等 认为：促进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
术后患者与医生之间治疗效果预期的一致，将有利

些患者更适合微创手术治疗？这些都为 ERAS 的实

于改善患者的住院时间及患者的满意度。故其所

均失血量分别为 465、236 及 639 mL；住院时间分

在的中心开展了术前患者宣讲教育，具体形式包括：

别为 9、7 及 12 d；RDP 组与 LDP 组相比，RDP 组

在 1 h 内给予患者视频、阅读材料、调查问卷等，使

的中转开腹率较低，失血量较少，保脾率较高，但

患者充分理解手术的细节、潜在发生的并发症、术

再入院率相比 LDP 组较高，2 组其他相关并发症的

后预期恢复情况以及出院标准。结果显示：在实

发生率并无差异。多项研究

施宣讲教育后，患者对手术理解的程度提高，住院

同时，也发现微创远端胰腺切除术（minimally

时间缩短，满意度提升。笔者认为，术前应使患者

invasive distal pancreatectomy，MIDP）可获得与

充分知晓 ERAS 的具体流程，获得患者的认可及配

ODP 相似的 R0 切除率。甚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

合，以期在术后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同时也体现

中学者发现，MIDP 相比 ODP 具有更高的 R0 切除

了大规模胰腺外科中心对 ERAS 实践的专业程度。

率，但 MIDP 组的 Gerota’s 筋膜及淋巴结切除率相

1.3 依从性审核
[6]
Cochran 教授等 认为：标准化、易于访问的交
互审核对 ERAS 的实施至关重要。其中心利用交互
审核系统（ERAS interactive audit system，EIAS）提
供的数据，评估 ERAS 框架下接受胰腺切除术患者
的 1 年临床结果及依从性。结果显示：PD 术后患
者在治疗花费、胃排空延迟（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DGE）发生率、30 d 再入院率及再次手术率方面相

对较低；尽管 2 组的平均中位生存期（28 个月比

对其他胰腺切除术后患者降低，且 PD 术后患者的

（19.2% 比 14.3%，P=0.04），住院时间>14 d 的比例

[6]

践带来了新的挑战。
[18]

Røsok 等 的一项荟萃分析对比分析了腹腔镜
远端胰腺切除术（laparoscopic distal pancreatectomy，
LDP） 、 机 器 人 远 端 胰 腺 切 除 术 （ robotic distal
pancreatectomy，RDP）及开腹远端胰腺切除术
（open distal pancreatectomy，ODP）三种方式的临
床效果，结果显示：LDP、RDP 及 ODP 组的术中平

[19-21]

在得出同样结论的

[22]

31 个月，P=0.929）并无差异，但仍需随机对照研究
（RCT）来更深入地探讨其差异原因。
[23]

Nassour 等 研究认为，与开腹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open pancreaticoduodenectomy，OPD）相比，
微创胰十二指肠切除术（minimally invasive
pancreaticoduodenectomy，MIPD）组的手术时间较
长（426.6 min 比 359.6min，P<0.01)，再入院率较高

依从性相对其他胰腺切除术后患者较好 。统计

降低（16.5% 比 21.6%，P=0.047），但两者的 30 d 死

EIAS 数据并分析显示，患者关键评估指标（如：DGE

亡率（1.8% 比 1.5%，P=0.51）并无差异。Adam 等

[6]

[24]

发生率、30 d 再入院率及再次手术率）呈下降趋势 。

的研究显示：与 OPD 组（n=6 078）相比，MIPD 组

随着纳入更多研究病例，将进一步观察关键指标的

（n=983）的 30 d 死亡率相对较高（5.1% 比 3.1%，

变化。目前已发现，ERAS 术前依从性审核在结直肠

P=0.002）；同时，在胰腺癌患者中，两组在淋巴结

[16]

外科实践中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但在胰腺外

清扫数目、R0 切除率、再入院率及住院时间方面的

科领域仍期待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其有效性。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ayo Clinic 的 一项研究

2 术中 ERAS 的应用
2.1 胰腺外科微创化

[25]

结果表明，因胰腺癌行 MIPD 的患者在 30 d 死亡率
和总体生存期方面相比 OPD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且 MIPD 组患者具有更长的肿瘤无进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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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同时，Zureikat 等 报道，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

性状判断有无胰瘘及出血的发生。放置腹腔引流

除术（robot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RPD）切除

管并不与 ERAS 的理念相矛盾，其关键在于术后通

胰头肿瘤的 R0 切除率可达 88%，平均淋巴结清扫

过对引流液的观察及其实验室指标的分析，早期拔

数目为 18 枚，平均住院时间为 10 d，并发症发生率

除引流管，从而达到加速康复的目的。在 DP 手术

为 21%，5 例（3.8%）患者因脓毒症、呼吸衰竭或心

中，需要术者根据胰腺质地、胰腺厚度、胰管是否

肌梗塞而死亡。

精确结扎、失血量等因素综合考量，抉择腹腔引流

然而，对于现有研究，都存在着选择偏移的问

管的放置。总之，笔者认为：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

题。一方面，因非标准化的患者选择流程导致存在

的目的是为了更早地拔除引流管，这并不与 ERAS

选择偏移；另一方面，入组病例中，胰腺癌患者较

的目的相悖。

少。此外，因在缺乏微创手术经验的中心开展 MIPD

2.4 术中液体管理
2001 年 Rivers 提 出 目 标 导 向 性 补 液 （ goal
directed fluid therapy，GDFT）后，国内外 ERAS 指
[7-8]
南 均推荐 GDFT 补液模式。其原因在于，过量补
液将导致严重的组织水肿，不利于吻合口的愈合，
[33]
导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Sastry 等 的回顾性分析
结果显示：83 例患者中，51 例（61.4%）的每搏变异
度（SVV）<12，32 例（38.6%）的 SVV≥12；与 SVV<

的死亡率较高，国外研究

[24, 27]

均强调大规模胰腺外

科中心在开展 MIPD 中的重要地位。故 MIPD 应
在严格的训练及管理监督下实施，且仍需制定相关
规范化操作标准，以改善 MIPD 术后患者的短期及
长期生存预后。

2.2 术中预防低体温
[28]
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研究院 指出：应在麻醉
期间每 30 分钟测量体温，目标体温控制在
[29]
36.5℃。体温每下降 1℃，术中失血量将增加 20% 。
同时，低体温所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增加了输血的
需求。此外，低体温会导致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进
而增加术后感染的发生。低体温导致机体抵抗能
[30]
力下降的原因有以下 3 点 ：① 诱发血管收缩，进
而限制组织核心代谢产热，减少血液对伤口组织的
灌注，降低组织氧分压，影响中性粒细胞发挥抗感
染作用；② 抑制全身免疫活性，抑制巨噬细胞的
运动；③ 降低组织愈合能力。故术中可通过温热盐
水冲洗腹腔、保温毯、输液加热等方式避免术中低
体温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损伤，加快患者康复。
2.3 术中引流管放置
有关胰腺切除术中放置引流管的问题尚无统
一共识，原因在于各中心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且
在不同胰腺切除术式中，腹腔引流管放置的研究结
[31]
果也不尽相同。Van Buren 等 的一项前瞻性多中
心 RCT 研究显示：在 PD 术中不放置腹腔管引流
将延长出院时间，增加术后胃轻瘫、腹腔积液、腹
腔脓肿、严重腹泻及再次穿刺引流事件的发生；同
时，其死亡率由 3% 上升至 12%，因此，该项实验被
[32]
提前终止。但另有研究 表明，在远端胰腺切除术
（distal pancreatectomy，DP）中不放置腹腔引流组，
其术后胰瘘发生率和死亡率与放置腹腔引流管组
相比并未显著增加，仅增加了术后腹腔积液的发
生，但术后再次穿刺引流事件较放置腹腔引流组并
无明显增加。这可能意味着，在 PD 术中常规放置
引流管是必要的，外科医生需要根据腹腔引流液的

12 的患者相比，SVV≥12 患者的胰瘘和 DGE 的发
生率（胰瘘：23.2% 比 11.1%，P=0.190；DGE：
48.2% 比 33.3%，P=0.200）发生相对降低，故建议在
PD 胃肠道重建前，应依据 GDFT 补液模式进行液
体管理，减少胰瘘及 DGE 的发生。然而，Manning
[34]

等 认为：虽然 GDFT 补液模式相对传统自由补液
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 ERAS 框架下的个体化
补液模式相对单纯 GDFT 补液模式对于患者的快
速康复更加有利，故推荐：① 术前避免因禁食水
而导致血容量不足；② 术中管理提倡以 GDFT 为
主的精准液体管理；③ 术后鼓励早期经口进食联
合限制性补液治疗。因而患者的液体管理并不仅
限于术中方面，更应放眼于整个围手术期的个体化
管理。

3 术后 ERAS 的应用
3.1 术后疼痛管理
良好的术后疼痛管理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加快患者的恢复进程。术后镇
痛方式主要包括硬膜外阻滞麻醉（epidural analgesia，
EDA）、患者自控镇痛泵（patient control analgesia，
PCA）、切口自控镇痛泵、腹直肌后鞘和（或）腹横
[35]
筋膜平面阻滞等。Hübner 等 的 RCT 研究显示：
EDA 相比 PCA，EDA 组患者术中及术后第 1 天需
要更多的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故 EDA 不推荐作为
[36]
ERAS 的常规镇痛方式。也有研究者 认为，局部
切口浸润麻醉联合 PCA 可明显缩短患者的住院时
间。此外，美国及欧洲国家多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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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NSAIDs）
为基础镇痛药物，故国内外 ERAS 指南

[7-8]

率、延长住院时间及增加住院花费。一项前瞻性验
[25]

多推荐以

证研究 结果表明：若术后第 1 天引流液中淀粉酶

NSAIDs 为基础的多模式镇痛理念。依据预防、按

含量<600 U/L，则可于术后第 1 天拔除引流管；多

时及多模式的镇痛理念实施术后疼痛管理，提升患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若术后第 1 天引流液中淀粉酶

者的术后舒适度。

含量<600 U/L（OR=0.0192，P=0.000 1），胰瘘发生率

3.2 术后血糖控制
胰腺切除术后胰岛素抵抗及高血糖与术后并
[37]
发症发生率密切相关。van den Berghe 等 的一项
前瞻性 RCT 研究表明：胰岛素强化治疗、控制患
者术后血糖水平<110 mg/dL 将降低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同时，一项多中心 RCT 研
[38]
究 （NCT00220987）结果表明：强化胰岛素治疗增
加了患者术后死亡率［OR=1.44，95%CI 为（1.02，
1.28），P=0.02］；血糖水平<180 mg/dL 组相比血糖
水平 81～108 mg/dL 组，其术后死亡率更低。随之
而来的问题是，强化胰岛素治疗增加了术后低血糖
的发生。虽然上述研究的证据级别较高，但胰腺切
除后患者的胰腺内分泌功能可能发生改变，且上述
临床实验并未针对胰腺手术进行研究，故上述试验
界定的血糖控制水平范围对胰腺手术后血糖控制
的指导意义仍不明确。
3.3 术后营养支持
[7]
欧洲 ERAS 委员会 推荐：胰腺切除术后患者
可于术后 3～4 d 由流食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证据
[39]
级别：中；推荐级别：强烈推荐）。Gerritsen 等
前瞻性研究了 PD 术后早期经口进食组（n=51）和
鼻空肠管营养组（n=51）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
果显示：早期进食组和鼻空肠管营养组术后的
Clavien-Dindo Ⅰ～Ⅴ级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40]
（90% 比 69%，P=0.007）。同时，Perinel 等 一项多
中心 RCT 研究结果显示：PD 术后鼻空肠管营养相
比全胃肠外营养（n=103 比 n=101）增加了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77.5% 比 64.4%，P=0.040），尤其增加了
严重胰瘘的发生风险（29.4% 比 13.9%，P=0.007）。
依据笔者中心实践经验，笔者认为：PD 患者可不
常规留置鼻胃管，术后早期的肠内营养可能增加胰
瘘的发生，故术后 3 d 内可常规给予全胃肠外营
养，于第 3 天给予流食，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
3.4 术后引流管管理
[7]
欧洲 ERAS 指南 推荐：在低危胰瘘风险患者
中（如引流液淀粉酶含量<5 000 U/L)，术后 72 h 可
[41]
早期拔除引流管。Bassi 等 的一项 RCT 研究
（NCT00931554）显示：对低危胰瘘风险患者，术后
3 d 早期拔除引流管不增加胰瘘发生率（P=0.000
1），术后长时间留置引流管将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

将会降低，其预测胰瘘发生的敏感性甚至优于胰腺
质地（OR=0.193，P=0.002）及胰管直径（OR=0.861，
P=0.835）。笔者认为，单纯地依据引流液中淀粉酶
含量，以及广泛认同的胰腺质地、胰管直径、出血
[42]

量等因素 决定拔管时机是片面的。目前，已有多
中心研究

[43]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胰腺空肠吻

合、预防性应用生长抑素类药物、患者状态、术者
经验技术、胰管外引流等均是影响胰瘘发生的因
素。故笔者中心认为，引流液的颜色、质地及引流
量可能是真正决定患者拔管时机的主要因素。

3.5 围术期胃管的管理
传统上认为，术前及术后留置胃管一方面有利
于术中暴露术野、减少副损伤；另一方面，有利于
避免术后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发生。但 ERAS 概念
的提出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即：在胰腺切除术
中是否需要常规留置胃管？术后应何时拔除胃
管？目前，在上消化道手术中，多认为术前不必常
规留置胃管或术后早期拔除胃管。但不留置胃管
或早期拔除胃管在 PD 患者中的应用并不广泛，其
原因在于 PD 术后 DGE 的发生概率较高，留置胃管
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腹胀和呕吐症状。然而，Kunstman
[44]
等 在其研究中发现，常规留置胃管组与非常规留
置胃管组相比，两组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
异，但非常规留置胃管组患者的术后发生 DGE 发
生率较低（P=0.015）、住院时间较短（P<0.001）、恢
复正常进食较快（P<0.001）。笔者认为，术前可留
置胃管以便于术中操作，但主张于术后第 1 天或麻
醉苏醒前拔除胃管。胃肠减压确可降低肠道内压
力，避免胰肠吻合口张力过大而发生严重胰瘘。但
[45]
有研究者 认为，胰瘘发生及严重程度与是否留置
胃管并无关联。此外，留置胃管并不能预防术后
DGE 的发生，DGE 常发生于 PD 术后 7～14 d，此时
[46]
可再行胃肠减压以缓解患者不适。也有研究者 认
为，单纯的 A 级 DGE 多因胃肠吻合口水肿引起，
一般可于 3 d 内缓解，故胃管可于 3 d 内及时拔
除。对伴有腹腔积液等其他并发症的 DGE 患者，
一方面，应积极处理原发疾病引起的腹腔积液（如
胰瘘）；另一方面，在胃肠减压的同时，可考虑在
内镜引导下置入空肠营养管，以满足每天的能量供
给，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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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及展望
虽然国内外 ERAS 指南均已发表，但仍缺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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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此外，相关循证医学证

13 Branch-Elliman W, Ripollone JE, O'Brien WJ, et al. Risk of surgical

据多引用结直肠外科等的 ERAS 实践经验，在胰腺

site infection,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Clostridium difficile

外科领域相关临床研究较少，由于胰腺手术的特殊
性，其在胰腺手术中的临床意义及指导价值并未得
到证实。近年来，ERAS 在胰腺外科的发展呈现蓬
勃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ERAS 在胰腺外科的应
用仅在大规模胰腺外科中心实践居多，主要原因是
ERAS 在胰腺外科的安全实践尚需要多学科的综合
诊疗支持

[47-48]

。我国各地区已有相应规模的胰腺外

科中心，国外 ERAS 指南的指导价值仍需我们进一
步验证，同时，国际上也需要来自我国的多中心临
床研究结果。综上，ERAS 在胰腺外科的稳步发展
有赖于我国各中心乃至多中心的进一步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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