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高蛋白饮食 高蛋白饮食=基
本饮食+高蛋白质食物 (1.2~2.0g/d.
kg) ,就是在能量供给充足的基础
上,增加膳食中的蛋白质量。

2.�高热量饮食 由于肿瘤患者
是高代谢人群， 消耗比较快， 适当
摄取高热量的食物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平时常见的高热量食物有： 坚
果类、 全麦面包、 香蕉、 牛油果、
奶酪、 酸奶。

3.�多补充维生素 维生素 A、
C、 E、 K 等都有一定的辅助抗肿
瘤作用。 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新鲜
蔬菜、 水果中。 胡萝卜素进入人体
后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所以肝癌病
人者应多吃动物肝脏、 胡萝卜、 菜
花、 黄花菜、 白菜、 无花果、 大枣
等。 同时还应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水
果， 如萝卜、 南瓜、 竹笋、 芦笋、
苹果、 乌梅、 猕猴桃等。

4.�多吃新鲜水果 肿瘤患者适
宜选择些健脾和胃的水果 ， 如山
楂、 橘子、 柠檬、 橙子、 罗汉果、
火龙果、 大枣、 香蕉等， 根据自身
状况选择性食用， 但水果一定要新
鲜、 成熟、 适量吃， 并且存放太久
的水果会产生有毒物质， 进而损坏
肝脏， 反而加重病情的恶化。

丁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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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专刊

������近年来， 随着医学的发展， 介
入治疗应用越来越普遍。 该技术是使
用特殊穿刺针， 导管在 B 超、 CT、
血管造影的引导下直接到达病变部位
进行诊断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精
准、 微创、 安全、 可重复是介入治疗
的优势。 笔者从医 34年对此深有体
会， 特别是在急危重症的应用上， 介
入治疗有着无比的优势。 近些年来，
笔者运用该技术救治了大量的患者，
下面从医案中选择 4个病例， 介绍给
大家，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大咯血急救
90分钟转危为安

患者张某， 因结核大咯血在省
内某三甲医院结核科住院， 一直上
着呼吸机， 生命垂危。 期间， 家属
了解到我院介入治疗止血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找到我欲转至我院。 了
解其情况后， 我上报医院领导同
意， 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直接转入
我院介入中心手术室手术治疗， 消
毒、 铺巾、 局麻、 动脉穿刺、 插入
导管， 逐一找到各条出血的血管，
使用特殊的栓塞颗粒逐一栓塞， 经
过 90 分钟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患
者转危为安。

肠梗阻风险大
介入治疗保平安

不久前 ,我在医院内肿瘤科会
诊， 了解到一名患肠癌的患者， 因
肠粘连梗阻， 部分小肠腔已经扩张
到 6 厘米， 疼痛难止， 随时都有肠
破裂的可能， 风险极大。 手术造瘘
已经不可行， 只有考虑从鼻道插管
至小肠下段把肠腔内大便抽出。 可
是这需要 3 米长的专用导管， 最后
医院从合肥采购导管材料空运到长

沙， 经过反复沟通， 快递公司湖南
区办事人员直接驱车第一时间送来
材料， 最终在当晚八点半插管， 花
时一小时插过九曲十八转的肠道，
进入扩张的肠管内。 反复抽取、 冲
洗， 到十一点半抽取了 6000 毫升
左右的肠内容物， 随着肠内容物的
抽取， 扩张的肠腔渐渐回缩， 患者
痛苦的表情慢慢舒展了。

化脓性胆管炎
多学科合作救命

这位患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患者腹痛， 高热， 全身发黄 ， 高
龄， 判断为化脓性胆管炎。 从急诊
转来我科 ， 体查 :感染严重 ， 心 、
肝、 肾功能受损， 可能很快进入脓
毒血症， 休克状态。 本院 ICU 主
任万荣文等多名教授仔细会诊， 一
致认为 :必须快速穿刺胆管引流 。
为了精准穿刺， 我科 B 超介入专
家李文全教授推来超声仪。 消毒，
麻醉， 我一针穿刺到位， 白色流体
流出， 注入少许造影剂， 显示胆管
明显扩张， 在导丝的引导下， 引入
引流管， 抽出脓液 100 多毫升， 十

分钟便解除了胆道的梗塞， 使患者
有进一步治疗抢救的机会。 随后，
经过医务人员 7 天的紧张抢救， 终
于把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误诊误治多年
介入治疗解沉疴

我院是湖南中医系统肿瘤联盟
的发起单位， 帮助省内更多的下级
医院提高介入诊治水平是我作为上
级医院医生应尽的职责。 今年 8 月
的一天， 我们治疗组来到常德市桃
源县， 遇到一位特别的患者， 查出
有肝内占位病变， 多家医院都诊断
肝脏肿瘤， 我们仔细分析， 初步考
虑为假性动脉瘤， 患者自诉多年前
有过外伤， 更坚定了我们的判断。
经介入血管造影见右肝动脉第六段
破裂出血， 大量出血注入动脉瘤，
我们立即用两个微弹簧圈堵塞出血
血管， 出血停止， 患者 12 小时下
床， 过一段时间返院复查 CT 了解
血管瘤的吸收情况就行了， 再也不
要辗转奔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血管肿瘤介入科主任 邓湘生

非血管性介入治疗
各种经皮活检术、 各种非血管性

腔道的成形术 （包括泌尿道、 消化
道、 呼吸道、 胆道等狭窄的扩张和支
架）、 实体瘤局部灭能术 （经皮穿刺
瘤内注药术、 射频消融术）、 引流术、
造瘘术 （胃、 膀胱等） 瘘栓塞术、 输
卵管粘堵和再通术、 椎间盘突出介入
治疗、 椎体成形术、 神经丛阻滞术治
疗慢性疼痛等。

血管性介入技术
血管疾病方面： 包括经皮腔内血

管成形、 血管支架、 溶栓治疗、 非血
栓性缺血、 控制出血 （急慢性创伤、
产后、 炎症、 静脉曲张等）、 血管畸形
以及动静脉瘘与血管瘤栓塞治疗、 下
腔静脉过滤器、 TIPSS、 血管再建、 各
种血管造影诊断、 静脉取血诊断等等。

肿瘤性疾病方面： 包括肿瘤的供
血栓塞与药物灌注、 动脉内照射、 放
射性损伤的预防、 化疗、 术前栓塞肿
瘤血管、 血管作用性药物及酒精等灌
注。

林奇

������1.�注意监测 患者返室后测
量血压， 持续心电监测 24 小时,
密切观察心率 、 心律的变化 。
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 观察
足背动脉搏动及皮肤温度情况，
若出现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
失， 或皮温异常， 应及时报告
医师处理， 以免造成下肢供血
不足引起坏死。 行动脉穿刺者
卧床 24 小时， 卧床期间应做好
生活护理。 术后当日记录 24 小
时出入量。 应用造影剂的病人
术后 4 小时排尿应>800ml， 以
减少造影剂对肾脏的损害。 伤
口局部沙袋压迫， 动脉穿刺伤
口压迫 6-8 小时， 静脉穿刺伤
口压迫 2 小时。 定时检查穿刺
部位伤口情况。 根据需要遵医
嘱予抗生素预防感染。

2.�注意休息 术后应卧床休
息 24 小时， 术侧下肢应禁止活
动 6 小时， 严禁弯曲。 用沙袋
压迫穿刺点 6 小时， 观察出血
点是否有渗血及血肿， 24 小时

后无特殊情况出现可解除加压
包扎。 严密观察术侧下肢足背
动脉搏动情况、 皮肤颜色、 温
度感觉的变化， 严防血栓形成。
根据手术用药情况， 观察肾功
能变化， 遵医嘱多喝水。 疼痛
不能忍受时， 告之医生， 及时
给予对症处理。

3.�注意饮食 饮食宜清淡，
不食羊肉、 虾、 蟹、 鳗鱼、 咸
鱼 、 黑鱼等发物 。 忌食辣椒 、
麻椒、 生葱、 生蒜、 白酒等刺
激性食物及饮料 。 禁食桂圆 、
红枣 、 阿胶 、 蜂王浆等热性 、
凝血性和含激素成分的食品。

介入治疗术后， 初期一般
采用清淡容易消化的饮食， 如
果胃口不好,可以半流饮食。 待
胃肠道功能恢复后， 再逐渐转
换成软膳食或普通膳食， 饮食
中须给患者补充适当的蛋白质
和维生素 。 饮食要循序渐进 ，
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林莽

������发热 介入术后的发热主要是
由于肿瘤组织的缺血性坏死吸收或
者继发性感染所造成的。 体温一般
不会很高， 多数患者维持在 38℃
左右， 一般可以没有任何的不适反
应， 也不需要给予特殊的处理， 嘱
咐患者多饮用热水即可以得到缓
解。

胃肠道反应 主要表现为术后
立即出现的恶心、 呕吐、 腹部疼痛
等反应， 迟发性反应包括弥漫性胃
炎、 应激性溃疡和消化道出血。 对
于急性期反应， 治疗前， 即需要采
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性止吐药物使
用， 并且注意不同类型的患者需要
针对不同原因进行药物选择。

腹胀、 腹痛 介入治疗术后的
腹胀、 腹痛主要是由于肿瘤组织栓
塞坏死， 周围出现水肿， 肝脏的体
积增大， 牵拉肝脏包膜所引起的。
这种疼痛反应持续时间不长， 一般
持续 3~10 天左右， 随着肿瘤组织
的缺血坏死， 体积减小， 肿瘤组织
周围水肿带消失， 这种疼痛会逐渐
减轻。 治疗上可以根据患者对于疼
痛的主诉， 进行疼痛评估， 并给予
相对应的止痛药物对症治疗即可。

张明活

教授手记：介入治疗 4 病例
介入手术
有什么副作用？

介入手术后
如何饮食？

介入治疗分类 介入手术后的注意事项

������近年来， 随着医学的发展， 介
入治疗应用越来越普遍。 该技术是使
用特殊穿刺针， 导管在 B 超、 CT、
血管造影的引导下直接到达病变部位
进行诊断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精
准、 微创、 安全、 可重复是介入治疗
的优势。 笔者从医 34年对此深有体
会， 特别是在急危重症的应用上， 介
入治疗有着无比的优势。 近些年来，
笔者运用该技术救治了大量的患者，
下面从医案中选择 4个病例， 介绍给
大家，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大咯血急救
90分钟转危为安

患者张某， 因结核大咯血在省
内某三甲医院结核科住院， 一直上
着呼吸机， 生命垂危。 期间， 家属
了解到我院介入治疗止血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找到我欲转至我院。 了
解其情况后， 我上报医院领导同
意， 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直接转入
我院介入中心手术室手术治疗， 消
毒、 铺巾、 局麻、 动脉穿刺、 插入
导管， 逐一找到各条出血的血管，
使用特殊的栓塞颗粒逐一栓塞， 经
过 90 分钟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患
者转危为安。

肠梗阻风险大
介入治疗保平安

不久前 ,我在医院内肿瘤科会
诊， 了解到一名患肠癌的患者， 因
肠粘连梗阻， 部分小肠腔已经扩张
到 6 厘米， 疼痛难止， 随时都有肠
破裂的可能， 风险极大。 手术造瘘
已经不可行， 只有考虑从鼻道插管
至小肠下段把肠腔内大便抽出。 可
是这需要 3 米长的专用导管， 最后
医院从合肥采购导管材料空运到长

沙， 经过反复沟通， 快递公司湖南
区办事人员直接驱车第一时间送来
材料， 最终在当晚八点半插管， 花
时一小时插过九曲十八转的肠道，
进入扩张的肠管内。 反复抽取、 冲
洗， 到十一点半抽取了 6000 毫升
左右的肠内容物， 随着肠内容物的
抽取， 扩张的肠腔渐渐回缩， 患者
痛苦的表情慢慢舒展了。

化脓性胆管炎
多学科合作救命

这位患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患者腹痛， 高热， 全身发黄 ， 高
龄， 判断为化脓性胆管炎。 从急诊
转来我科 ， 体查 :感染严重 ， 心 、
肝、 肾功能受损， 可能很快进入脓
毒血症， 休克状态。 本院 ICU 主
任万荣文等多名教授仔细会诊， 一
致认为 :必须快速穿刺胆管引流 。
为了精准穿刺， 我科 B 超介入专
家李文全教授推来超声仪。 消毒，
麻醉， 我一针穿刺到位， 白色流体
流出， 注入少许造影剂， 显示胆管
明显扩张， 在导丝的引导下， 引入
引流管， 抽出脓液 100 多毫升， 十

分钟便解除了胆道的梗塞， 使患者
有进一步治疗抢救的机会。 随后，
经过医务人员 7 天的紧张抢救， 终
于把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误诊误治多年
介入治疗解沉疴

我院是湖南中医系统肿瘤联盟
的发起单位， 帮助省内更多的下级
医院提高介入诊治水平是我作为上
级医院医生应尽的职责。 今年 8 月
的一天， 我们治疗组来到常德市桃
源县， 遇到一位特别的患者， 查出
有肝内占位病变， 多家医院都诊断
肝脏肿瘤， 我们仔细分析， 初步考
虑为假性动脉瘤， 患者自诉多年前
有过外伤， 更坚定了我们的判断。
经介入血管造影见右肝动脉第六段
破裂出血， 大量出血注入动脉瘤，
我们立即用两个微弹簧圈堵塞出血
血管， 出血停止， 患者 12 小时下
床， 过一段时间返院复查 CT 了解
血管瘤的吸收情况就行了， 再也不
要辗转奔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血管肿瘤介入科主任 邓湘生

������近年来， 随着医学的发展， 介
入治疗应用越来越普遍。 该技术是使
用特殊穿刺针， 导管在 B 超、 CT、
血管造影的引导下直接到达病变部位
进行诊断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精
准、 微创、 安全、 可重复是介入治疗
的优势。 笔者从医 34年对此深有体
会， 特别是在急危重症的应用上， 介
入治疗有着无比的优势。 近些年来，
笔者运用该技术救治了大量的患者，
下面从医案中选择 4个病例， 介绍给
大家，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大咯血急救
90分钟转危为安

患者张某， 因结核大咯血在省
内某三甲医院结核科住院， 一直上
着呼吸机， 生命垂危。 期间， 家属
了解到我院介入治疗止血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找到我欲转至我院。 了
解其情况后， 我上报医院领导同
意， 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直接转入
我院介入中心手术室手术治疗， 消
毒、 铺巾、 局麻、 动脉穿刺、 插入
导管， 逐一找到各条出血的血管，
使用特殊的栓塞颗粒逐一栓塞， 经
过 90 分钟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患
者转危为安。

肠梗阻风险大
介入治疗保平安

不久前 ,我在医院内肿瘤科会
诊， 了解到一名患肠癌的患者， 因
肠粘连梗阻， 部分小肠腔已经扩张
到 6 厘米， 疼痛难止， 随时都有肠
破裂的可能， 风险极大。 手术造瘘
已经不可行， 只有考虑从鼻道插管
至小肠下段把肠腔内大便抽出。 可
是这需要 3 米长的专用导管， 最后
医院从合肥采购导管材料空运到长

沙， 经过反复沟通， 快递公司湖南
区办事人员直接驱车第一时间送来
材料， 最终在当晚八点半插管， 花
时一小时插过九曲十八转的肠道，
进入扩张的肠管内。 反复抽取、 冲
洗， 到十一点半抽取了 6000 毫升
左右的肠内容物， 随着肠内容物的
抽取， 扩张的肠腔渐渐回缩， 患者
痛苦的表情慢慢舒展了。

化脓性胆管炎
多学科合作救命

这位患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患者腹痛， 高热， 全身发黄 ， 高
龄， 判断为化脓性胆管炎。 从急诊
转来我科 ， 体查 :感染严重 ， 心 、
肝、 肾功能受损， 可能很快进入脓
毒血症， 休克状态。 本院 ICU 主
任万荣文等多名教授仔细会诊， 一
致认为 :必须快速穿刺胆管引流 。
为了精准穿刺， 我科 B 超介入专
家李文全教授推来超声仪。 消毒，
麻醉， 我一针穿刺到位， 白色流体
流出， 注入少许造影剂， 显示胆管
明显扩张， 在导丝的引导下， 引入
引流管， 抽出脓液 100 多毫升， 十

分钟便解除了胆道的梗塞， 使患者
有进一步治疗抢救的机会。 随后，
经过医务人员 7 天的紧张抢救， 终
于把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误诊误治多年
介入治疗解沉疴

我院是湖南中医系统肿瘤联盟
的发起单位， 帮助省内更多的下级
医院提高介入诊治水平是我作为上
级医院医生应尽的职责。 今年 8 月
的一天， 我们治疗组来到常德市桃
源县， 遇到一位特别的患者， 查出
有肝内占位病变， 多家医院都诊断
肝脏肿瘤， 我们仔细分析， 初步考
虑为假性动脉瘤， 患者自诉多年前
有过外伤， 更坚定了我们的判断。
经介入血管造影见右肝动脉第六段
破裂出血， 大量出血注入动脉瘤，
我们立即用两个微弹簧圈堵塞出血
血管， 出血停止， 患者 12 小时下
床， 过一段时间返院复查 CT 了解
血管瘤的吸收情况就行了， 再也不
要辗转奔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血管肿瘤介入科主任 邓湘生

������近年来， 随着医学的发展， 介
入治疗应用越来越普遍。 该技术是使
用特殊穿刺针， 导管在 B 超、 CT、
血管造影的引导下直接到达病变部位
进行诊断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精
准、 微创、 安全、 可重复是介入治疗
的优势。 笔者从医 34年对此深有体
会， 特别是在急危重症的应用上， 介
入治疗有着无比的优势。 近些年来，
笔者运用该技术救治了大量的患者，
下面从医案中选择 4个病例， 介绍给
大家，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大咯血急救
90分钟转危为安

患者张某， 因结核大咯血在省
内某三甲医院结核科住院， 一直上
着呼吸机， 生命垂危。 期间， 家属
了解到我院介入治疗止血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找到我欲转至我院。 了
解其情况后， 我上报医院领导同
意， 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直接转入
我院介入中心手术室手术治疗， 消
毒、 铺巾、 局麻、 动脉穿刺、 插入
导管， 逐一找到各条出血的血管，
使用特殊的栓塞颗粒逐一栓塞， 经
过 90 分钟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患
者转危为安。

肠梗阻风险大
介入治疗保平安

不久前 ,我在医院内肿瘤科会
诊， 了解到一名患肠癌的患者， 因
肠粘连梗阻， 部分小肠腔已经扩张
到 6 厘米， 疼痛难止， 随时都有肠
破裂的可能， 风险极大。 手术造瘘
已经不可行， 只有考虑从鼻道插管
至小肠下段把肠腔内大便抽出。 可
是这需要 3 米长的专用导管， 最后
医院从合肥采购导管材料空运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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