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孔、血吸虫病、肝炎肝硬化门脉高压、恶性肿瘤、布一

加综合征等疾病后，仍不能明确诊断，经手术探查及

病理检查，才明确诊断。提示如患者有消化道梗阻和

大量膈下游离气体而无腹膜炎表现时应考虑有该病

的可能。此外，由于肠气囊肿症在不伴随其他疾病时

临床症状轻微，患者一般不会到医院诊治，或经简单

诊治而症状消失，在并发其他疾病时则多以伴随疾病

而就诊，这可能是造成该病临床少见且多伴有其他疾

病的原因。本组中3例以消瘦、肠道出血、腹痛及穿

孔和梗阻就诊。该病的非手术治疗主要是吸氧、禁

食、胃肠减压、抗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和

肠外营养支持治疗。非手术治疗病程长、疗效差、易

复发、费用高且预后也差。针对原发病灶及病变肠

管的手术治疗，往往是治疗该病最有效的方法¨⋯。

术中广泛的小肠切除要把握以下条件：术前准备充

分，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术中必须以保留回

盲瓣及有效切除病灶为原则；术后注意维持水、电解

质及酸碱平衡，同时行肠外营养支持治疗。

总之，肠气囊肿症临床少见，发病机制不完全明

确，患者多伴有并发症，易造成误诊。早期诊断及手

术切除病灶对预后有重要意义，患者即使行小肠切

除也能达到完全康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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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居女性恶性肿

瘤发病率之首，严重危害广大妇女的健康⋯。乳癌

传统根治术和改良根治术是治疗该病最商接、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皮下积液是乳癌术后最常见并发

症口3，也是导致皮瓣坏死和创面感染的主要原因，

不但延迟切口愈合时间，而且影响患者术后早期接

受放、化疗等综合治疗的时间。减少和预防皮下积

液已是乳腺专科护士、医生共同研究的课题。2006

年7月至2007年7月，作者对收治的90例乳癌患

者根治术后实施护理改进措施，预防皮F积液，效果

满意，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本组130例乳癌根治术患者，均为

女性，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2组：对照组40例，年

龄30一70岁；实验组90例，年龄27—75岁。2组患

者在年龄、疾病、体质量指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皮下积液的预防措施 对照组在完成乳癌根

治术后采用单管重力引流、胸带加压包扎的传统护

理方法。实验组在完成乳癌根治术后，先自腋窝沿

背阔肌边缘的外侧手术创缘和沿胸骨边缘的内侧创

缘各放一直径约0．5 cm引流管，2条引流管长度均

覆盖整个术野，胸骨旁引流管达锁骨，腋下引流管达

腋静脉。引流管每隔2 em剪1个侧孔，末端与山东

威高集团跃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J一

1000型一次性负压引流器连接持续负压吸引，使皮

瓣与胸壁、腋窝紧密相贴。均匀垫上消毒棉纱，腋窝

适当加厚，然后用胸带局部加压包扎(包扎压力以

能使皮瓣与胸肌相贴为宜)。嘱患者上肢尽量内

收。保持引流器内液体不超过1／2，确保有效负

压p3在4．0 kPa以上。保持引流器引流通畅，观察

引流液性状及引流量。对术后引流有血凝块或组织

块者，定时应用少量无菌盐水冲洗引流管。对术后

即出现引流“死腔”，并出现波动性包块者，协助医

生穿刺后应用大块纱布垫加压固定。术后抬高患

肢，嘱患者5 d内患侧上肢制动，下床活动时应用吊

带托扶患肢，需他人扶持时J{能扶健侧，限制患侧t

肢外旋、外展，以免皮瓣与胸肇吸附不良而发生皮下

积液。术后5 d开始功能锻炼，先从握拳及肘部运

动开始，术后l周作抬肩运动，以后逐步增加肩部活

动范围，并作爬墙样运动，直至患侧手指能高举过

头，自行梳理头发。

1．3观察项目及皮下积液处理方法 观察2组术

后10 d内皮下积液的发生情况。以手术部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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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隆起或波动性肿块，穿刺抽出不凝固性液体

为皮下秘液。皮下积液发现后，在无菌技术操作下

抽吸尽皮瓣下积液。

1．4结果 对照组出现皮下积液13例(45％)，实

验组出现皮下积液9例(10％)，2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9．97，P<0．05)。

2体会

文献报道乳癌根治术后因皮下积液导致的皮瓣

坏死率为10％一60％，导致皮下积液的原因主要是

液体产生过多和引流不畅。“。传统单管橡胶管重

力引流单靠积JllL积液的重力作用引流，术中积液须

达一定量才能向低位处引流，皮瓣下或多或少存在

积液K，。作者采用持续腋窝和胸骨旁负压引流，能

很好地引流积液。且持续主动的负疆吸引可使死腔

迅速缩小，保持腋窝及胸肇创面内基本无渗血、渗液

积聚，从而使皮瓣紧贴于胸壁，消除引流盲区，预防

逆行感染和皮卜．积液。

另外加压包扎在一定程度上对预防创面渗血有

帮助，并町强制性地使皮瓣与胸廓保持相对固定状

态，减少皮瓣游离和秘液发生。包扎时作者体会务

必彻底消火死腔，整个创面要用一定厚度松软的敷

料均匀地填充，包扎要求用力均匀且有一定张力

(张力过小易形成积液，过大影响皮瓣的血运，一般

以不影响患者呼吸为宜)。一般于术后第5天左右

松开包扎，换药检查，并及时再次包扎。引流管拔除

后2 d左右解除包扎。引流管一般在术后第5天拔

除，但如引流液≥10 mL时，则应延迟拔管。如术后

发现手术部伉出现局限性隆起或波动性肿块，则应

给予穿刺抽液后加压包扎，一般经3—5次后可治

愈，如果积液量大，反复穿刺抽吸未能治愈者，可给

予低位切开引流。

有报道早期活动患侧卜肢可导致皮下积液H’，故

作者在护理过程中叮嘱患者患侧卜肢术后5 d内保

持内收状态，前臂与卜臂成90℃左右，并保持制动，

避免冈用患侧卜-肢支撑身体而引起皮瓣与创面分离。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通过保持引流管通畅、保证

局部切口加压包扎、早期限制患侧卜肢活动，可较好

地避免形成皮下积液，有利于患者早口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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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32例呼吸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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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i日 重症急性胰腺炎；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道；管理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病情重，并发症多，病死

率高，其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最为常

见的严重并发症。机械通气作为治疗SAP并发

ARDS的有效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莺视，是降低

病死率的重要措施¨o。本院自2004年5月至2007

年5月共收治SAP合并ARDS 32例，现将呼吸道管

理总结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32例SAP患者，男25例，女

7例，年龄31—56岁，均依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

胰腺学组制订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确

诊，并发症符合ARDS诊断标准。32例中单纯并发

ARDS 16例，并发包括ARDS在内的2个以上器官功

能障碍者9例，并发3个以卜器官功能障碍者7例。

1．2 机械通气方法32例患者均采用小潮气量加

呼气末正压通气(PEEP)进行机械通气，通气模式为

同步间歇指令通气(SIMV)加压力支持(PSV)加

PEEP或SIMV+PEEP。潮气量设为6—8 mL／kg，

PEEP为0．294—1．470 kPa。 ．

1．3结果 32例中手术24例，术后死亡3例，放

弃治疗2例；保守治疗8例，死亡3例。本组均行气

管插管，其中13例在气管插管2—3 d改行气管切

开，接受机械通气时间27—218 h，平均72．8 h。

2 体会

2．1 呼吸机的应用及监测 加用PEEP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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