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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在评估合并糖尿病骨折内固定手术患者胃排空中的应用袁指导降低患者胃内容物反流误吸

风险遥 方法 选取本院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骨折内固定手术合并糖尿病患者 64 例为观察组袁并选择
无糖尿病骨折内固定手术患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袁利用超声监测两组患者胃窦截面积尧胃收缩频率及胃内容物

等变化袁评估比较反流误吸风险遥 结果 两组餐后即刻胃窦截面积比较无明显差异渊t=1.019袁P>0.05冤曰观察组餐

后即刻胃收缩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渊t=5.312袁P<0.05冤遥 T1 时刻两组胃排空率比较无明显差异渊t=1.130袁P>0.05冤袁
T2尧T3尧T4 等时刻观察组胃排空率均低于对照组渊t=6.320尧9.714尧11.216袁P 均<0.05冤曰且观察组误吸风险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渊Z=2.937袁P<0.05冤遥 结论 糖尿病手术患者围麻醉期误吸风险高于非糖尿病患者袁利用超声评估手术患
者胃动力可以预判误吸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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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 in evaluating gastric emptying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and to guide the reduction of the risk of gastric contents reflux and aspiration. Methods Six鄄
ty-four diabetic patients with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0 non-diabetic patients with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gastric antrum cross-sectional area, gastric contraction frequency, and gastric cont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monitored by ultrasound. The risk of reflux aspiration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鄄

cant difference in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gastric antru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mmediately after the meal(t=1.019,

P>0.05). The frequency of gastric contraction immediately after the mea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5.312,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astric emptying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1(t=1.130, P>0.05). The gastric emptying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2, T3, and T4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6.320, 9.714, 11.216, P<0.05). The aspiration risk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鄄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Z=2.937, P<0.05). Conclusion The risk of aspiration in diabetic patients
during perianaesthesi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diabetic patients. The use of ultrasound to assess gastric motility in
surgical patients can predict the risk of a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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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胃内容物反流误吸是外科手术麻醉常

进食能有效缓解患者术前的饥渴尧焦虑袁也有利于患

见的并发症袁由反流误吸引起的吸入性肺炎可能会诱

者术中的营养供给袁同时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袁对患

发更严重的并发症袁直接影响患者康复袁甚至影响生
命[1-2]遥 禁食禁饮能有效避免反流误吸袁但也明显影响
了疾病状态下的集体康复遥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渊En鄄

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袁ERAS冤则认为术前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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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后的康复有明显帮助[3袁4]遥

基于糖尿病引起的机体代谢变化袁接受外科手术

时需要进行慎重的围手术期方案袁而慎重的围麻醉期
肠道准备更为重要遥 但糖尿病患者多伴有胃肠道代谢

紊乱袁部分患者有胃轻瘫症状袁发病率高达 30%~50%袁

直接影响胃排空能力[5袁6]遥 因此袁明确合并糖尿病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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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胃排空情况袁准确评估围麻醉期误吸风险袁有利
于糖尿病手术患者围术期安全和康复遥 本研究拟对超
声在合并糖尿病择期手术患者胃动力评估中的应用

胃窦收缩次数袁取平均值得到胃收缩频率渊次/2 min冤遥

渊3冤胃内容物量由胃窦截面积换算获得遥 胃内容

量=-372.54+282.49伊log渊CSA冤-1.68伊体重渊kg冤遥

渊4冤胃排空率=渊餐后即刻胃窦截面积-测量时胃

进行分析袁以明确对误吸风险评估的指导意义遥

窦横截面积冤/餐后即刻胃窦截面积伊100%遥

渊5冤误吸风险评分[8]院通过测量患者胃内容物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综合评分袁仰卧位和右侧卧位未能测出胃内容物计为

骨折内固定手术合并糖尿病 64 例患者为观察组袁男

胃内容物计为 1 分曰两种体位均能检测到明显胃内容

选取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在本院行

39 例袁女 25 例袁平均年龄渊42.50依12.25冤岁袁平均体质
量指数渊BMI冤为渊22.91依5.32冤kg/m2袁手术类型包括胫
骨骨折 37 例袁腓骨骨折 27 例遥 同时选取骨折内固定
手术非合并糖尿病患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袁男 21 例袁

0 分曰仰卧位未测量到胃容物袁右侧卧位可见不足 100 mL
物袁且超 100 mL 计为 2 分遥误吸风险评分 2 分提示误
吸风险较高袁围麻醉期需注意遥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使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

女 19 例袁平均年龄渊40.85依13.25冤岁袁平均 BMI渊22.37依

理袁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

16 例遥 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组成尧年龄及手术类型等

字2 检验曰两组患者误吸风险评分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袁

4.63冤kg/m2袁手术类型包括胫骨骨折24 例袁腓骨骨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本研究经患者知情同意并

用方差分析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签订知情同意书袁且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遥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年龄 18~55 岁曰体质量指数渊BMI冤院

18 kg/m <BMI<25 kg/m 遥 研究对象均因外伤致胫腓骨
2

2

骨折袁需行骨折内固定手术袁ASA 玉~域级遥 糖尿病手

术患者均确诊 2 型糖尿病袁符合 2017 年叶中国 2 型糖
尿病防治指南曳关于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遥
[7]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餐后胃窦截面积和胃收缩频率比较
两组患者餐后即刻胃窦截面积比较无明显差异

渊P>0.05冤曰观察组患者餐后即刻胃收缩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渊P<0.05冤袁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餐后即刻胃窦截面积和胃收缩频率比较渊x依s冤

排除标准院渊1冤术前有明显胃肠道症状或伴有消

化系统疾病者曰渊2冤术前服用促消化药等影响胃排空
药物者曰渊3冤进行胃肠减压或接受肠内营养者曰渊4冤有
胃肠道手术史者遥
1.3 方法

手术患者术前 2 h 按 5 mL/kg 量服用米汤渊本院

组别

n

胃窦截面积渊cm2冤

胃收缩频率渊次/2 min冤

64

19.83依6.31

5.43依1.80

40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20.06依4.65

7.56依1.62

1.019

5.312

>0.05

P值

<0.05

自制冤袁最大服用量不超过 350 mL遥 服用米汤后即刻

2.2 两组患者胃排空情况比较

渊T3 冤 及 餐 后 120 min 渊T4 冤 时 刻 使 用 柯 尼 卡 美 能 达

T1 时两组患者胃排空率比较无明显差异渊P>0.05冤曰

窦截面积尧胃收缩及胃内容物遥 测量时患者取仰卧位

组渊P 均<0.05冤袁见表 2遥

渊T0冤尧餐后 30 min渊T1冤尧餐后 60 min渊T2冤餐后 90 min
渊KONICA MINOLTA冤的 SONIMAGE HS1 彩超检测胃

暴露腹部袁均匀涂抹适量超声耦合剂袁探头频率 2~

5 MHz袁使用超声探头紧压腹部沿剑突下纵切袁肝下

方尧腹主动脉长轴水平方向检测得胃窦短轴切面袁在
胃窦收缩期间测量胃窦上下径和前后径袁测得患者不
同时刻胃窦截面积尧胃收缩尧胃内容物情况遥

两组患者餐后不同时刻胃排空率比较袁结果显示袁

T2尧T3 及 T4 三个时刻观察组胃排空率均明显低于对照
表 2 两组患者胃排空率比较渊x依s袁%冤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40
64

T1

T2

1.130

>0.05

6.320

<0.05

1.4 观察指标

渊mm冤伊胃窦头尾径渊mm冤伊仔/4遥

2.3 两组患者误吸风险评分比较

内收缩次数袁测量时观察患者服用米汤后 10 min 内

P<0.05冤袁见表 3遥

渊2冤胃收缩频率测量院胃收缩频率为胃窦 2 min

T4

39.86依10.03 47.24依9.67 58.65依12.43 73.16依11.64

P值

渊1冤胃窦截面积测量院胃窦截面积=胃窦前后径

T3

42.65依8.63 58.39依11.29 74.83依10.26 86.91依14.07
9.714

<0.05

11.216
<0.05

观察组误吸风险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渊Z=2.937袁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11 April 2021

75

窑临床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4 月第 59 卷第 11 期

表 3 两组误吸风险评分比较
组别

n

0分

1分

2分

64

39

14

11

40

对照组
观察组
Z值

31

8

2.937

内容物偏多袁误吸风险随之增高遥 而误吸风险评分也

显示袁观察组患者中误吸风险评分 2 分的显著多于对

1

照组袁表明合并糖尿病择期手术患者有更高的反流误

吸风险遥 对于反流误吸风险较高者袁应合理选择麻醉

<0.05

P值

方案袁并做好麻醉平面的控制遥
本研究初步明确超声对合并糖尿病择期手术患

3 讨论

者反流误吸风险的评估作用袁但尚未对不同阶段糖尿

胃内容物反流误吸是围手术期麻醉相关严重并
发症袁直接影响手术质量袁由此引起的吸入性肺炎能
引起其他严重并发症袁由此导致的院内死亡率近 5%

遥

[9袁10]

病患者进行分型研究遥 本研究将继续细化研究对象袁
进一步明确超声评估反流误吸风险的诊断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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