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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速康复技术在关节外科的应用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脊柱外科也已经制定了各种专

家共识，但如何更好地推进脊柱外科加速康复在国内的开展?以何种方式在脊柱外科开展?如何把

握住关键点?如何使之有持续的生命力?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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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最早由Kehletm在1997年提出的，

2007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黎介寿教授团队首次

引入中国【2】，它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一系列围手

术期优化措施，以减少围手术期的生理与心理创伤

应激，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住院时

间，达到加速康复的目的[引，其内容涉及术前、术中

及术后各个方面。ERAS理念始自胃肠外科，但近

几年已经陆续推广至其他外科专业，甚至整个医疗

卫生行业【4】。在国内骨科领域，ERAS首先应用在

骨关节外科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并取得良

好的效果和长足的进步【副。为推进脊柱外科加速

康复技术在中国的开展，2017年在邱贵兴院士的

倡导下，依托于各层级ERAS学术组织的专家团

队，针对脊柱外科手术患者ERAS围手术期管理策

略达成共识【6】。共识在被广大学者接受和应用的

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它的不足。由于脊柱外科疾病

种类和手术方式较多，虽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

不同的手术方式影响围手术期ERAS的关键点并

不完全相同。所以，为了推进国内脊柱外科ERAS

的实施尽快落地，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另

外8部不同术式的ERAS管理策略，使得脊柱外科

加速康复技术针对性增强，更容易实施。在过去的

两年内，由各级组织以各种形式举办脊柱外科

ERAS技术宣讲、讨论和培训会，让更多的医生了解

脊柱外科ERAS的理念。

为了更好推进脊柱外科加速康复在中国的开

展，应认真考虑一下几个问题，以何种方式在脊柱

外科开展?如何把握住关键点?如何使之有持续

的生命力?

一、“问题导向的院级工程”是ERAS的实施

方式

1．要学习现有的专家共识：目前颁布的9部脊

柱ERAS专家共识，是组织全国多学科专家，结合

国内临床实际，通过提出临床问题，针对问题进行

文献检索循证医学证据和专家意见，虽然目前不能

称之为指南，但大部分的推荐都具备了循证证据，

经过专家组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专家共识，共识

凝聚着大量的文献积累和临床经验。在开展相关

工作之前，是快速掌握脊柱外科围手术期ERAS理

念和措施的捷径。

2．需要了解本单位的情况：没有调查就不能有

的放矢，在开展脊柱ERAS前，我们针对脊柱疾病

患者开展了两项开放的调查研究，一是做在术前调

查患者最关心的问题；二是做在术后，调查患者围

手术期最痛苦的事情。我们研究发现，患者术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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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问题，还是手术并发症，其中手术会不会引

起瘫痪排在第一位，合并症相关的并发症排在第二

位，感染和切口不愈合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再是

手术效果问题，症状能不能缓解，最终会残留什么

症状；然后是手术方案，与其他方案的区别，为什么

会选择这样的方案；最后才会关心到围手术期中会

有哪些不适，其中最常见的是疼痛问题，其次是二

便、饮食、下床、功能锻炼的问题。反观患者术后出

院时回顾围手术期最痛苦的事情，排在第一位的反

而是围手术期的各种不适，包括疼痛、恶心、呕吐、

口渴、饥饿、引流和尿管等医疗管道带来的不适等。

这些开放调查结果，恰恰反映了脊柱手术围手术期

管理的关键点，ERAS就有了方向。所以建议每个

医院根据自己不同的核心病种，开展调查，了解本

院情况。

3．ERAS是一个院级工程：ERAS开展和执行涉

及到多个学科，整个工作需要从医院层面进行推

进。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

点工作的通知》指出，通过开展试点工作，发挥试点

医院的带头示范作用，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国推广

ERAS诊疗模式。全国各省市共有100多家试点医

院，首先选择骨科专业开展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

试点专科及病种范围，扩大受训专科医师。试点医

院应成立由医院分管院领导负责，相关科室和管理

部门参与的ERAS试点工作委员会，负责医院

ERAS日常管理和运行。通知的精神明确了ERAS

的开展离不开医院管理机构的积极介入，离不开外

科、内科、麻醉科、输血科、手术室、临床营养、康复

医学等多学科的合作。

二、重视评估，“从评估开始，以评估结束”，手

术精准微创是ERAS的关键

笔者分析了2016至2018年在中华医学会备案

的年脊柱外科相关医疗事故及纠纷292例，其中颈

椎47例(16．1％)，胸椎3l例(10．6％)，腰椎214例

(73．3％)。疾病分类中，腰椎间盘突出症129例

(44．2％)，胸腰椎骨折53例(18．2％)，腰椎管狭窄及

滑脱44例(15．1％)，颈椎病27例(9．2％)，颈椎损伤

17例(5．8％)，腰椎结核及感染10例(3．4％)，脊柱肿

瘤8例(2．7％)，胸椎管狭窄症4例(1．4％)。患者结

局分布包括神经损伤133例(45．5％)，疗效欠佳

49例(16．8％)，延误治疗37例(12．7％)，死亡35例

(12．0％)，感染34例(11．6％)以及血管损伤4例

(1．4％)(待发表)。常见原因分布包括术前评估及

准备不足(评估不足、漏诊误诊、手术适应证不恰

当)、术中操作不当(损伤神经、损伤血管、置钉错

误)、围手术期管理措施(病情观察不足、处理不当)

等。由此可见，围手术期全面的评估、精准微创的手

术操作是降低并发症，也是围手术期加速康复的

关键。

评估的目的主要包括是否需要手术、身体对手

术创伤的耐受性、如何更好地做好手术以及围手术

期措施的评估。

1．通过专科评估，获得明确的诊断，主要是严

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应强调专科评估的全面性，除

了x线和CT检查，在术前应获取MRI检查结果，避

免误诊和漏诊。还应关注诊断的精准性，脊柱退行

性疾病的特点是症状和影像学表现多样化，若缺乏

精确诊断会使治疗扩大化，与ERAS理念背道而

驰。精确诊断的基础是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表

现一致。三者不一致时需反复查体、询问病史及阅

片，必要时可借助穿刺封闭技术辅助确认责任节段

及疼痛来源，包括选择性神经根封闭、小关节封闭、

椎间盘封闭等[74】，准确地判断致病原因和致病节

段，准确地解除疾病因素，减少不必要的创伤，才能

做到真正的微创。

2．通过全身评估，排除手术禁忌证，关注全身

情况及合并症，主要是评估手术耐受能力：通过美

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心肺功能评估、凝血

功能评估、营养评估、血压血糖评估，初步判断患者

对围手术期创伤应激反应的耐受力[91。对于ASA

分级≥Ⅲ级或970岁的患者，lI缶床医师有必要请麻

醉医师提前介入，进行围手术期手术麻醉风险评估

及建议，以降低风险。不同脊柱疾病全身评估的关

注点也应有针对性，比如预计出血多的手术，应关

注贫血的评估和处理。对于全身评估中发现的问

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会同相关科室进行处理

和调整后方可进行手术。只有通过全面的评估，才

能有效地避免手术并发症。

3．通过专项评估，关注手术过程涉及到的细

节，把手术做好：比如对患者体重和体型的评估，从

而了解手术体位的摆放；通过术前骨密度的检查，

了解骨质疏松情况，从而判断是否使用强化技术，

或者改变手术方案；通过术前CT检查，判断间盘的

骨化情况，有利于手术入路及方法的选择；通过术

前的影像学评估关注到椎体存在的畸形和旋转情

况，从而利于术中置钉的准确性，减少神经损伤的

风险；通过术前影像数据的测量和计算，掌握螺钉

的长度、直径和角度，甚至影响到手术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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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术做精准，显露过程中应保护什么样的结构，

椎管内的出血如何控制，神经组织如何保护，术后

稳定性该如何重建，引流该如何放置，切口该如何

关闭，各种细节都应该在术前进行仔细的策划，才

能做到减少手术时间，减少出血，做到真正的微创。

所有患者都应进行康复评估，目的是制定分阶段、

个体化的康复治疗方案。

4．通过围手术期风险评估，预估并发症风险，

合理采取围手术期措施：术前通过术后恶心呕吐

(PONV)风险评估，术后谵妄(POD)易感因素评估，

尿潴留风险评估，静脉血栓风险评估，心理评估等

方法[1⋯，预估患者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从而指导术

中及术后的用药方案、引流管放置的时间、尿管留

置时间、下地活动时间、颈托及腰围佩戴的方案等。

比如对于无尿潴留高危因素的患者术中所留置的

尿管，可在麻醉清醒前拔除尿管；对于具有高危因

素的患者，可适当延长拔管时间。

三、做好研究是ERAS的生命力

尽管ERAS发展迅速，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遇

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既有传统习惯的困扰，又有一

些ERAS尚难以回答的疑问，在看到ERAS取得进

步的同时，更应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

方向。Smith等⋯1将ERAS各项措施应用于LM节

段融合术的患者，回顾性地研究比较了既往传统围

手术期管理方法与ERAS管理措施下的患者临床

疗效和满意度的差异。结果表明，EARS措施下并

末明显地缩短平均住院日，仅减少了围手术期止痛

和止吐药物的使用，两组患者的并发症率没有明显

的差异。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国外既

往的措施里已经包含了很多ERAS的关键措施，也

就是说在围手术期管理上已经关注到了很多重要

内容；第二，针对有些ERAS措施患者的依从性较

差，也就是说ERAS措施并没有真正了解到患者最

重要的诉求，造成依从性不足。还有一点很重要，

国内的上述共识虽然已经详细地阐述了常见脊柱

手术的ERAS处理策略，但针对某些问题，仍旧缺

乏循证医学证据来支持。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脊

柱ERAS的开展，还要把研究做好，做好研究是

ERAS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首先应该找准研究的关键点。患者在围手术

期最关心的问题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研究的

关键点，应该真正地了解患者在围手术期关心的诉

求，比如饮食、尿管、引流管的问题虽然小，但可能

值得去研究；同时也应关注目前临床实施中存在质

疑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分析得出围手

术期常见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地寻找研究的关键

点；其次要提高研究的质量。关于脊柱ERAS的系

统综述指出，目前ERAS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研究

循证级别较低，绝大多数是回顾性的研究，并非前

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缺乏真正有意义的对照组，

虽然能够说明ERAS措施的治疗潜力，但提供的证

据级别不高，所以目前需要由点及面地提供更高水

平的研究证据。最终希望通过脊柱外科同道的共

同努力，促进脊柱外科加速康复技术在中国的开展

和实施，最终让患者获益。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Kehlet H．Muhimodal approach to control postoperative

pathophysiology and rehabilitation[J]．Br J Anaesth，1997，

78(5)：606—617．DOh 10．1093／bjd78．5．606．

[2] 江志伟，李宁，黎介寿．快速康复外科的概念及临床意义叨．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7，27(2)：131—133．DOh 10．3321／j．

issn：1005．2208．2007．02．013．

[3】Development of an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approach for lumbar spinal fusion[J]．J Neurosurg Spine，2017，

26(4)：41 l-418．DOI：10．3171／2016．9．SPINEl6375．

[4] 李幼生．加速康复外科：现状及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叨．

中华医学杂志，2017，97(4)：244—247．DOh 10．3760／cma．j．

issn．0376—2491．2017．04．002．

[5】 裴福兴．加速康复外科是现代骨外科发展的趋势【J]．中国

骨与关节杂志，2017，6(12)：881—882．DOh 10．3969，i．

issn．2095—252X．2017．12．001．

[6] 孙天胜，沈建雄，刘忠军，等．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
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J】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2017，lO(4)：271—279．DOh 10．3969／j．issn．2095—9958．2017．
04一OI．

【7]7 Jonayed SA，Kamruzzaman M，Saha MK，et a1．The role of

selective nerve root block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radieular

leg pain[J]．Mymensingh Med J，2016，25(1)：141-147．

[8]Park JY，Kim DH，Seo DK，et a1．Predictors of response to a

medial branch block：MRI analysis of the lumbar spine[J]．J
Clin Med，2019，8(4)：538．DOh 10．33906cm8040538．

[9】Hackett NJ，De Oliveira GS，Jain UK，et a1．ASA class is a

reliable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medical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foUowing surgery[J]．Int J Surg，2015，18：184-190．

DOI：10．1016／j．ijsu．2015．04．079．

[10】 张志成，杜培，孟浩，等．腰椎后路短节段手术加速康复外

科实施流程专家共识【J】．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2019，

12(16)：401-409．DOhl0．39696．issn．2095—9958．2019．06．01

『1 11 Smith J，Pmbst S，Calandra C，et a1．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program for lumbar spine fusion[J]．Perioper

Med(Lond)，2019，8：4．DOh 10．1 1861s1374l一019一01 14-2．

(收稿日期：2020—06—20)

(本文编辑：霍永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