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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术中放疗的围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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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早期诊断率低,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无法手术切
除,放射 治 疗 是 胰 腺 癌 的 重 要 辅 助 治 疗 方 法。 术 中 放 疗
(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IORT) 是指在术中直视 条 件 下,
利用电子线对肿瘤病灶进行一次大剂量照射。 与常规外照
射相比,术中放疗主要有以下优点:可精确设定照射野,单次

疗使用美国 MOBETRON 术中放疗机,根据肿瘤实际情况选
择不同直径与不同角度的限束器和基座,采用 9 ~ 16 Mev 能
量电子线照射肿瘤部位,照射总剂量 15 ~ 25 Gy。 在术中放
疗基础上附加胃空肠吻合术 120 例,胆 囊 空 肠 吻 合 术 191
例。

大剂量照射,靶区剂量均匀,正常组织和器官受照射量小,不
影响术后的体外放化疗等

[1]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

胃外科 5 年来完成胰腺癌术中放疗 232 例,取得满意疗效。
现将相关围术期护理经验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2009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我科共行胰腺癌

术中放疗 232 例,其中男 125 例,女 87 例,年龄 49 ~ 82 岁,中
位年龄 58 岁。 术中均经穿刺证实为胰腺癌,肿瘤位于胰头

二、结果
232 例患者无一例术中死亡。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低,

主要并发症包括:胃排空功能障碍 27 例占 11. 6% ,切口脂肪
液化或感染 19 例占 8. 2% ,肺部感染 11 例占 4. 7% ,下肢深
静脉血栓 1 例占 0. 4% 。 所有患者经术后对症治疗及精心护
理后均顺利出院。

三、围术期护理
1. 心理护理:胰腺癌预后差,患者普遍存在恐惧、绝望的

178 例,胰体尾 54 例。

心理,怀疑新治疗方法的疗效,担忧治疗费用 [2] 。 护理上首

判断肿瘤无法行根治性切除,并在术中获得病理学证据。 放

后,并能减少体外放疗反应和费用,帮助患者树立起信心,以

2. 治疗方法:手术均在术中放疗专用手术室进行,术中

先让患者明白术中放疗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疾病预
取得其主动配合。 对不了解自己病情的患者,要协助指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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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逐步告知,以利术后能继续坚持治疗 [3] 。 在做护理时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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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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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了解并及时疏导负面情绪,满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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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前基础护理:术前指导患者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

入,注意饮食规律,忌辛辣刺激食物。 胰腺癌患者多数有吸
烟史,要提醒患者戒烟,每日雾化吸入,告知正确的排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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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读书看报等方法分散患者注意力,使患者身心放松,缓解
疼痛 [5] 。 严重的癌性疼痛应及时报告主管医生,并给予相应
的止痛药物。

8. 预防放疗并发症的护理:虽然术中放疗较体外放疗不

法。 提前告知患者术后腹腔置管的重要性,以取得患者的配
合。 让患者了解胃肠减压管的作用及可能造成的不适感,以

良反应小,但放射线对机体正常组织仍然有一定的损害,可

便术后能主动配合。 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史的患者,要每

能会引起呕吐、腹胀、腹泻、胃排空功能障碍等消化道症状以

日定时测量血压、血糖,提醒患者按时服用降压、降糖药物。

及腹盆腔局部炎症等,并且这些症状的出现比单纯外照射要

3. 术后观察及护理:术后给予 24 h 心电监护、吸氧,密

早,护理上应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尽早发现症状并及时处理。

切注意患者的血压、心率,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生。 准确记

胃肠道对射线的耐受性差,除术中做好保护措施外,术后应

录 24 h 尿量,尿少时应及时排除导尿管阻塞可能,并报告医

做好饮食护理。 具体措施包括:术后待肠功能恢复后才开始

生。 观察引流液颜色,及时发现出血情况。 尤其是术前有梗

进流食、半流食,并逐渐改为软食。 指导患者少量多次进食,

阻性黄疸的患者,术后凝血功能较差,更要严密观察。 生命

进食少渣、易消化软食,避免油腻、干、硬食物,特别要注意饮

体征平稳后给予半坐卧位,利于腹腔积液的引流及肺部气体

食卫生。 保持大便通畅,每日关注排气排便情况,密切注意

交换,并有助于减轻腹部切口疼痛。 指导患者做下肢屈伸活
动,帮助患者定时翻身,给予四肢皮肤按摩。 做好口腔护理

有无腹痛、腹泻、便血等症状 [6] 。 如有相关情况发生应及时
报告医生,采取积极的处理措施。

9. 出院指导:出院时指导患者术后 2 个月内不进行重体

及会阴护理,使患者身体清洁舒适。 本组患者术后因引流管
多,切口疼痛,身体虚弱,易产生消极悲观心理,应主动耐心

力劳动和大幅度运动,特别是腹部的动作。 要使患者及家属

聆听患者的诉说,讲解术后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减轻患者的

明白术后还需补充进行体外放射治疗,以巩固疗效。 胰腺癌

疼痛,在药物镇痛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转换或分散患者的注意

易进展和转移,告知患者家属 1 个月后返院复查,尤其是腹

力;对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应鼓励患者保持乐观心理,积极配

部影像学检查,以指导进一步治疗。 让患者了解部分放疗反

合治疗。 增加患者的安全感,关心、体贴患者,对患者的病痛

应出现较慢,出院后仍要定期复查血象和肝、肾功能等。 逐

并表示理解,定时到床前进行交流沟通,随时解决患者的需

步恢复正常饮食,密切关注排便情况,如有不适要及时与医

求。 通过与患者的亲切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同时调

生沟通,如遇意外情况要及时就诊。
讨论

动患者家属的积极性,增强其战胜病痛的信心。

胰腺癌术中放疗是近年开展的手术方式,主要针

4. 引流管护理:术后引流管道较多,包括胃肠减压管、腹

对胰腺癌局部晚期患者。 术中放疗相较于体外放疗术后放

腔引流管、导尿管、肠内营养管、鼻吸氧管等。 护理工作应妥

疗反应轻,并发症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胰腺癌治疗

善连接各引流管,并逐一做好标记,定期挤压引流管保持通

的新手段。 然而大部分患者对此新技术的应用认识不足,容

畅,依据患者体位随时调整引流管位置,避免重力牵拉造成引

易产生疑虑和恐惧心理。 护理工作中需让患者明白术中放

流管口疼痛。 各引流管应保持密闭状态,引流袋每周更换
1 ~ 2 次,更换时先消毒各接头后再分离、连接管道。 胃肠减压

疗的必要性,以取得其主动配合。 同时因其特殊的手术方
式,术后除密切观察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外,还要重视腹盆

管应定期用 0. 9% 氯化钠溶液液 50 ml 缓慢冲吸,防止堵塞。 术

腔各种引流管的护理,密切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质、量的变

5. 腹部切口的护理:患者返回病房后,进行妥善的腹带

的发生。 在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后,要及时进行饮食调理,

后每日密切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质并精确记录引流量。

固定,交代家属或陪护人员在患者咳嗽时注意保护切口。 定
期更换腹带以保持清洁,并随时检查腹带固定情况,松紧要
适度,满足患者保护切口及正常呼吸活动的需求。 患者术后

化,警惕术后出血、吻合口瘘、肺部感染以及放疗相关并发症
加强营养。 术后有效的护理治疗可以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
护士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及时掌握新技术的特点,做好围术
期护理,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较易并发切口感染,需随时关注患者的腹部切口愈合情况,
有无渗血、渗液等,有问题及时报告主管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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