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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理念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和展望 

徐丽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杭州 

【摘要】近年来，随着护理学的发展，加速康复外科理念逐渐应用于临床护理中，通过加强术前宣教、缩短

禁食水时间、控制疼痛、优化麻醉方式等一系列护理措施，减轻患者的疼痛、生理和心理创伤应激，使得患者的

康复时间缩短。经过大量临床实践证实，加速康复理念在脊柱外科手术中有着积极作用，并且取得了十分确切的

应用效果。本次综述分析快速康复理念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深入了解该理念，以望临床能够将快速康

复理念更好地融入到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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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in spin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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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science,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clinical nursing. Through a series of nursing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reoperative education, shortening fasting time, controlling pain, and optimizing anesthesia methods, the pai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stress of patients are alleviated, and the recovery time of patients is shortened.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practic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pinal surgery, and has achieved very accurate application results. This review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concep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in spinal surgery, and deeply understands the concept, so as to better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into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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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康复外科是一种新型外科模式，近些年来逐

渐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围术期护理中，其核心在于将获

得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围手术期优化措施应用于临床

实践，通过制定一些列的康复护理计划，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减轻手术所带来的损伤，控制生理和心理创伤

应激，从而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使其术后康复速度

加快[1]。加速康复理念由丹麦外科医师 Kehlet 提出，

随着该理念的不断发展，现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胸外

科、泌尿外科、普通外科等多个学科中，并且均已取

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对加速康复理

念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展开综述。 
1 加速康复理念的主要内容 
加速康复理念引进我国的时间较长，该理念从

1997 年被丹麦外科医生 Kehlet 所提出，而在 2007 年

由黎介寿引入，现已经在临床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

与传统围术期管理相比较，加速康复理念下的围术期

管理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围术期管理中不仅限于

某一学科的参与，而是外科、护理、麻醉、营养、康

复等多个学科共同参与到管理中，使得围术期管理更

加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针对各护理流程，展开全面

优化处理，围术期管理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将降低围

手术期生理和心理创伤应激反应作为管理目标，能够

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促进术后康复[2]。 
外科手术围术期应激与多种因素相关，心理刺激、

麻醉、疼痛、手术等多种因素均能够作为应激源，在

这些应激源的影响下，机体将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

使得机体内的免疫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受到影响，对机

体组织器官产生了一定损伤，导致患者的康复进程受

阻，且随着康复时间的延长，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增

加，住院时间随之增加，进而影响了患者的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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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速康复理念的围术期管理关键在于控制应激

源，在手术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营养支持，改

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增强机体抵抗力，同时加强麻醉、

多模式疼痛、液体等方面的管理，积极采取康复锻炼，

这些管理措施均能够降低围手术期应激，将内分泌功

能和免疫功能影响降至最低，进而实现改善术后功能

恢复，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风险，缩短住院时间，

加速术后康复的目的[3]。 
2 加速康复理念在脊柱外科手术领域的应用 
脊柱外科中常见疾病包括了脊柱创伤、感染、肿

瘤、畸形等，这些疾病均能够引起脊柱功能障碍，在

任意年龄段均能发生，疾病发生后患者的行为活动受

到限制，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4]。

目前，脊柱外科疾病主要采取手术治疗，但是由于脊

柱生理结构的特殊性，导致手术操作难度较大，需要

耗费较长时间，且术中出血量大，采取传统围手术期

管理的效果不理想，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高，住院时

间较长，并且术后功能恢复缓慢，医疗资源效率无法

充分发挥，导致医疗服务无法满足患者需求。若是在

脊柱外科的围术期内，融入加速康复理念，在多个科

室工作人员的共同协作下，可形成循证医学支持系统，

使围手术期管理更加有效、统一和科学，管理工作效

率大幅度提升，可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术后康复速度，

减少并发症，术后功能恢复效果更优，患者的就诊满

意明显提高，同时医疗资源的能够取得更加高效的应

用。现阶段，我国脊柱外科对于加速康复理念的应用

仍处于初级阶段，现就目前我国医学者就加速康复理

念在脊柱外科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 
毛秀玉等[5]将 90 例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患者分为两

组，即为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 45 例，前者采取快速

康复外科理念的护理方式，包括了术前教育、术前康

复锻炼、术中配合、术后液体管理、术后镇痛管理和

睡眠护理等，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更

高，同时并发症发生概率下降。苗瑞瑞等[6]将行手术治

疗的初治活动性脊柱结核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n=49）和对照组（n=48），在规范抗结核药物治疗、

阶梯化营养治疗期间，观察组采取加速康复外科理念，

指导术前、术后进食和术前糖负荷，结果显示术前口

渴、饥饿，术后腹胀的发生率均要更低，而排气时间

≤12h 的发生率更高，术后即刻血糖更低，并且血清前

白蛋白和血清白蛋白均要更高。乔龙妹[7]将 38 例行脊

柱微创手术患者分别为观察组（n=19）和对照组

（n=19），分别采取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护理和常规护

理，在经过护理干预后，脊髓损伤评分和日常生活能

力评分均是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术后疼痛评分观察组

低于对照组，而进食时间和下床活动时间则要短于对

照组。梁勇东[8]将 140 例夹住微创腰椎间盘突出症围手

术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手术时间分为数量相同

的两组，即为观察组（n=70）和对照组（n=70），分

别采取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的护理和常规护理，

其中观察组包括术前护理（术前评估、心理护理、健

康宣教）和术后护理（术后体位干预、疼痛护理、尿

管护理、饮食干预、活动护理和康复训练），结果显

示术后 24h、72hNRS 评分、术后下床活动时间、进食

时间、排气时间、垫枕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切口感

染、肌肉萎缩、便秘、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发

生率、护理满意度均是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从上述研

究均能够证实，在脊柱外科患者的围术期内，采取加

速康复理念有着显著的应用价值。 
2.1 术前宣教 
术前宣教是加速康复理念中所不可获取的部分，

由于多数患者对疾病缺乏全面了解，容易出现各种心

理问题，导致机体应激反应加重，而通过系统的术前

宣教，患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疾病，减轻机体应激，从

而促进术后康复。脊柱外科加速康复理念的术前宣内

容主要如下：（1）根据患者的疾病特点，向其介绍发

病机制和治疗措施，以此来提高患者的配合度；（2）
向患者介绍疾病可能引起畸形、功能障碍及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可能，并告知其对应的处理措施，这样能够

消除或者减轻患者的焦虑、恐惧等心理，维持健康心

态面对治疗；（3）通过宣教患者能够正确认识疾病，

积极配合围术期功能锻炼，使患者对手术的耐受度得

以增强，进而实现加速康复的目的。 
2.2 营养支持 
围术期营养状况对术后康复有着非常深刻的意

义，而不同疾病和手术方式，对于患者的营养状况需

求有着显著不同。多学科加速康复理念下的营养支持，

通常将营养风险评分 2002作为判断患者营养状态的主

要依据，然后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肠内、肠外

等不同营养支持方式，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

使其对手术的耐受度提高，进而加速术后康复。 
3.3 麻醉管理 
加速康复理念下的优化麻醉管理贯穿了整个围手

术期，包括了术前准备、术中麻醉和术后镇痛等，能

够将生理和心理创伤应激减轻，进而使术后康复速度

加快，在加速康复理念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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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手术较为复杂，所需手术时间较长，术中出

血量大等特点，传统禁食进食容易加重患者的术前不

适感，导致机体应激反应加重，而加速康复理念则通

过饮用特定碳水化合物，能够使患者的术前不适感减

轻，抑制机体应激反应。 
2.4 超前多模式疼痛管理 
脊柱外科手术后疼痛主要是神经根性疼痛，与其

他手术相比较而言，这种手术所带来的疼痛更为剧烈，

而且恢复难度更大。加速康复理念下的镇痛管理主要

采用超前多模式镇痛，是在患者疼痛发生前从两个方

面减轻术后疼痛，即通过增强患者的中枢疼痛阈，减

少术后炎性反应。常用药物有抗惊厥药、非甾体抗炎

药等，可以采用多种给药方式，在小剂量药物下即能

够使局部药物浓度达到最大，进而充分发挥出镇静作

用，减少药物用量，药物的不良反应随之减少。 
3 展望 
加速康复理念是通过循证医学论证的一系列优化

措施，包括外科、麻醉、护理、康复、患者及家属等

的多方面配合。该理念已经在临床多种疾病中获得认

同，且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是在脊柱外科手术护理

中的应用较为少见，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未有与

之相应的指南出现，但从现有的研究发现，加速康复

理念在家住外科手术中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加速康

复理念值得在脊柱外科手术护理中推广，但是需要以

学者们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制定对应的诊疗指南，保

证其规范性和合理性，以加快患者术后康复，使广大

患者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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