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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临床路径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纪 ９０ 年代就已提出 [１￣ ２] ꎬ 但直到很久后ꎬ 这种做法

者手术后的临床预后ꎮ 尽管加速康复的概念在 ２０ 世

积极结果ꎬ 以及来自加速康复学会的倡导 [３￣ ４] ꎬ ＥＲＰｓ

ＥＲＰｓ) 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ꎬ 一旦应用ꎬ 可改善患

才获得广泛认可ꎮ 鉴于加速康复项目获得的成功及其

利益冲突: 无
翻译: 赵梦芸ꎬ 裴丽坚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
审校: 黄宇光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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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手术中ꎮ 本文主要讨论 ＥＲＰｓ 的
基本原则、 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极干预进行优化的过程ꎬ 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手术
患者ꎮ 如年龄较大或虚弱的患者机体生理储备较少ꎬ
康复时间较长ꎬ 且可能无法遵从如早活动等体力要求

１

较高的干预措施 [１９] ꎻ 受限于术前准备时间ꎬ 通常无

加速康复临床路径的基本原则

法对急诊手术患者进行优化ꎬ 有学者担心在这种情况

１ １

促进功能恢复至正常

加速康复的初心遵循一个基本认知———尽管手术

成功具有显著的治疗获益ꎬ 但也经常伴随严重的生理
紊乱 ( 呼吸循环、 肾、 胃肠道和免疫等) [５] 和功能紊
乱 ( 经口进食、 睡眠、 活动和认知等)

[６￣ ７]

ꎮ ＥＲＰｓ 致

力于最大限度地减轻上述问题并优化康复过程ꎮ

１ ２

全方位的围手术期干预措施
加速康复中最重要的医疗模式的转变是将关注点

从手术本身转移至更广泛的围手术期ꎮ 这包括医疗优
化、 患者教育、 最大限度地减少术前禁食和肠道准
备ꎬ 同时积极鼓励恢复功能至正常 ( 如经口进食和
术后活动) ꎬ 并监测术后并发症

１ ３

多学科参与和教育

[８￣ ９]

ꎮ

实施 ＥＲＰｓ 最重要的是多学科团队的参与ꎮ 这不

足为奇ꎬ 手术前优化患者健康和功能状态需要专业知
识和技能ꎻ 术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应激ꎻ 并最大限
度地促进术后康复

[１０]

ꎮ 在更广泛的前提下ꎬ ＥＲＰｓ 的

实施还依赖于大量的非临床工作者ꎬ 其中包括文职人
员、 管理人员和其他支持团队ꎮ

１ ４

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干预措施

为了确保 ＥＲＰｓ 的 实 施 能 够 改 善 预 后 并 具 有 成

下ꎬ 某些加速康复干预措施可能无效ꎬ 并可能导致更

严重的后果ꎬ 例如术后并发症和再入院率增加 [２０￣ ２１] ꎮ
另一方面ꎬ 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这一特殊群体 ＥＲＰｓ 的
发展ꎮ

２ ３

２ ３ １

特殊群体加速康复临床路径
高龄 / 虚弱患者

患者年龄是许多手术中的重要预后因素 ( 年龄

越大ꎬ 预后越差) ꎬ 这与高龄患者术前伴发合并症几
率增加、 机体生理储备降低以及功能下降相关 ( 图

１) ꎬ 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 死亡率增加均密切
相关ꎮ 此外ꎬ 虚弱用于描述与衰老过程和机体储备能
力丧失相关的健康状况ꎬ 并通常采用功能量表进行评

分 [２２￣ ２３] ꎮ 高龄和 虚 弱 均 可 导 致 术 后 康 复 显 著 减 缓ꎮ
研究显示ꎬ 加速康复计划中纳入的老年患者ꎬ 其住院
时间显著延长 [２０ꎬ２４￣ ２５] ꎬ 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２０] 且依从
性更差ꎮ 当然ꎬ 可以认为这些观察性研究未考虑到高
龄或虚弱患者较长的术后自行恢复过程ꎬ 且与基线相

比ꎬ ＥＲＰｓ 仍可能改善预后ꎮ 实际上ꎬ 最新研究报道ꎬ

高龄与 ＥＲＰｓ 干 预 的 依 从 性 显 著 降 低 无 关 [２４ꎬ２６] ꎮ 此
外ꎬ 与传统的术后管理相比ꎬ 外科 ( 骨科、 结直肠和
神经外科) 老年患者的加速康复干预与住院时间显著

本效益ꎬ 仅 选 择 可 能 有 益 的 干 预 措 施 至 关 重 要ꎮ

缩短、 并发症 / 再入院率不显著增加相关[２７￣ ３０] ꎮ 同样ꎬ

ꎮ 除了

依从性较低无关ꎬ 同时加速康复干预与虚弱患者的住

ＥＲＰｓ 的实施 通 常 以 患 者 预 后 为 出 发 点ꎬ 以 临 床 试
验数据、 临 床 观 察 和 专 家 共 识 作 为 指 导

[ １１]

基于 “ 外部” 证据外ꎬ 几乎所有成功的 ＥＲＰｓ 都 包
括监测干 预 的 依 从 性 及 其 与 预 后 相 关 性 的 分 析 系
统

[ １２]

ꎮ 使用 “ 内 部” 数 据ꎬ 使 加 速 康 复 计 划 能 够

将其资源分配重点放于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和依从性
差的措施中

２

[ １３]

ꎮ

加速康复临床路径的应用现状

２ １

适用范围

ＥＲＰｓ 最初仅应用于结直肠和心脏手术ꎬ 由于观

察到在其他外科应用后患者预后亦有改善ꎬ ＥＲＰｓ 目
前已应用于包括骨科、 泌尿外科和妇产科等多个学
科中

２ ２

[１４￣ １８]

ꎮ

局限性

ＥＲＰｓ 的前提是术后康复ꎬ 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积

５５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９

Ｈａｍｐｔｏｎ 等[３１] 报道ꎬ 极度虚弱指数与患者对 ＥＲＰｓ 的
院时间显著缩短、 并发症发生率降低相关ꎮ 这表明无
论患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如何ꎬ ＥＲＰｓ 均有益ꎮ

２ ３ ２

急诊手术患者

尽管通常术前优化时间有限ꎬ 急诊手术患者仍可

能在 ＥＲＰｓ 的 术 中 和 术 后 实 施 中 获 益ꎮ 最 新 研 究 指
出ꎬ 进行简明的术前患者教育ꎬ 同时采取 ＥＲＰｓ 术中
和术后干预措施ꎬ 如目标导向液体治疗、 多模式疼

痛、 术后 恶 心 呕 吐 预 防、 早 期 活 动 和 进 食 等 [３２￣ ３３] ꎮ
这些干预措施可显著缩短住院时间 [３３￣ ３４] ꎬ 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 [３３ꎬ３５] ꎮ

３

展望
ＥＲＰｓ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标准化、 多学科合作和

基于循证医学证据ꎬ 以改善手术治疗和患者预后的方

加速康复临床路径优化: 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 １ 随年龄增长伴发合并症患者比例 [２３]

法ꎮ 尽管 ＥＲＰｓ 传统上侧重用于能够耐受术后康复过
程的择期手术患者ꎬ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该路径
可以针对术后并发症风险更高的高龄 / 虚弱患者以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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