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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是一种通过

食管黏膜下隧道进行肌切开的内镜微创技术。自 2010年

问世以来，因其微创和良好的疗效，已广泛用于治疗贲门

失弛缓症和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针对 POEM手术，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结合自身经验参考国内外文献，提出

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诊疗的“中山规范”，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谨与同道分享。（1）术前评估：根据临床症状评

估、胃镜检查、高分辨率测压和上消化道造影进行诊断。

（2）适应证选择：特发型贲门失弛缓症是绝对适应证，强

调年龄不再是禁忌证。（3）手术开展要求：除限于有合法

资质的医疗中心开展外，术者应是接受过规范化专业技

术培训、有 5 年以上胃肠专科临床经验、超过 30 例食管内

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经验者。（4）手术操作：肌切开长度

为 8~10 cm，肌切开推荐位置是食管前壁或后壁，至于是

全层肌切开还是环形肌切开，需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个体

化方案。（5）围手术期：如出现胸腔积液、肺不张及气胸情

况，应行 CT 检查诊断；如出现呕血、高热等症状，及时复

查胃镜和上消化道碘水造影，对症处理。（6）手术相关并

发症：主要为黏膜损伤、穿孔、出血、气胸和胸腔积液。（7）
疗效评估与随访：采用Eckardt评分系统进行症状评分，行

胃镜检查进行客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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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is a
novel clinical technique developed in 2010, and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for treating achalasia and esophageal motility
disorders, because of its minimal invasiveness and good
efficacy. Zhongshan Hospital has published the practice
guideline (the "Zhongshan experience") of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of achalasia (v1.2018) based on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s. (1)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includes clinical
symptom assessment, gastroscopy, high ⁃ resolution manometry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radiography. (2) Absolute indication
is idiopathic achalasia, and age is no longer a contraindication.
(3) The criteria include the medical centers with legal
qualifications and the operators with over 5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 gastroenterological surgery or gastroenterology
and more than 30 cases of esophageal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4) The length of the myotomy is 8 to 10 cm.
The recommended location of the myotomy is the anterior or
posterior wall. Whether a full ⁃ thickness or circular muscle
myotomy is chosen is based on patient′ s condition. (5) If pleural
effusion, atelectasis or pneumothorax occurs, CT examination is
recommended during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If patients
presents with symptoms such as vomiting and high fever,
endoscopic examination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radiography
should be performed. (6) Major adverse events include mucosal
injury, perforation, bleeding, pneumothorax and pleural effusion.
(7) The Eckardt score system and endoscopic examination are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fter POEM.

【Key words】 Esophageal achalasia; Peroral endosc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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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门失弛缓症（esophageal achalasia）是一种原

发性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主要由于食管胃结合

部（esophagogastric junction，EGJ）肌间神经丛功能

障碍，导致食管体部蠕动不足，发生食管下括约肌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LES）松弛障碍［1⁃2］。临

床表现为吞咽困难、反流、胸痛、反复肺部感染及

体质量下降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3］。目前

治疗这类动力障碍疾病的方法，主要侧重于解除

LES 的痉挛以缓解症状。传统治疗包括药物治

疗［4］、肉毒杆菌毒素注射［5］、球囊扩张术［6］以及

Heller 肌切开术［7］。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是一种通过食管黏膜

下隧道进行肌切开的内镜微创技术。自 2008 年

首次应用于临床起，经过 10余年的发展，POEM已

得到广泛的应用，逐渐成为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

首选方法［8］。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结

合国内外文献和自身临床经验，提出了 POEM 术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中山规范”［9］。本文进一步

归纳总结本团队经验，谨与同道分享。

一、术前评估

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是 POEM 术成功

的重要前提。POEM 的术前评估主要包括临床症

状、胃镜检查、食管测压和上消化道造影。（1）临床

症状评估：我们建议采用Eckardt评分［10］客观评估

症状程度，见表 1；同时建立术前基线。（2）胃镜检

查：应对EGJ进行重点观察，以排除假性贲门失弛缓

症。（3）高分辨率测压（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
HRM）：是目前诊断贲门失弛缓症的首选方法，其

结果结合芝加哥分型标准，将贲门失弛缓症分为

Ⅰ、Ⅱ和Ⅲ 3 个亚型以判断预后：一般而言，Ⅱ型

预后最好，而Ⅲ型往往预后最差［11⁃12］。（4）上消化

道造影：典型表现包括不同程度的食管扩张、食管

蠕动减弱、食管末端狭窄呈“鸟嘴状”以及狭窄部

黏膜光滑；胸部 CT 可显示食管腔外病变，可作为

排除假性贲门失弛缓症的补充检查。

此外，还需进行患者一般情况的评估，包括术

前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情况和服用抗凝药

物情况及其他系统的基础疾病等［13］。对于高风险

患者术前需进行麻醉风险评估。

二、适应证及疗效

特发型贲门失弛缓症是 POEM 术的绝对适应

证。已有多项研究证实，POEM术治疗贲门失弛缓

症疗效显著。Akintoye 等［14］报道了一项来自 12个

国家 36 个机构 2 373 例病例的荟萃分析，结果显

示，POEM术后症状缓解率（定义为术后Eckardt评
分≤3 分）为 98%（95%CI：97%~100%）。本中心一

项纳入 564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49个月的研究结

果显示，POEM术后第 1、2、3、4、5年症状缓解率分

别为 94.2%、92.2%、91.1%、88.6%和 87.1%［15］。

POEM 可用于治疗乙状结肠型贲门失弛缓

症，但由于食管腔扭曲，黏膜下层纤维化较重，建

议由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操作。本中心的一项

纳入 32例乙状结肠型贲门失弛缓症（乙状结肠型

29例，晚期乙状结肠型 3例）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

示，手术成功率为 100%，中位随访 30 个月，症状

缓解率达 96.8%［16］。除了贲门失弛缓症外，其他

食管动力性障碍是 POEM 术相对适应证。有报道

使用 POEM 治疗其他类型的食管动力障碍性疾

病，如弥漫性食管痉挛［17⁃19］、Jackhammer 食管［20⁃21］

等，但均仅有少量病例报告，其疗效仍有待进一步

大样本长期随访结果。

与传统治疗相比，POEM 术具有明显优势。

Kim 等［22］对 64 例 POEM 和 177 例球囊扩张治疗的

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中位随访 24 个月发现，POEM
组临床成功率为 91.8%，高于球囊扩张组的 68.0%。

另一项分别纳入 53例Heller术和 21例 POEM术治

疗贲门失弛缓症的荟萃分析显示，POEM术后 1年

和 2 年的症状缓解率均高于 Heller 术（术后 1 年：

93.5%比 91.0%，P=0.01；术后 2年：92.7%比 90.0%，

P=0.01）［23］。

此外，对于 Heller 术治疗失败的贲门失弛缓

症，再行 POEM 术短期疗效显著。本中心一项中

位随访 10.4 个月的前瞻性研究表明，POEM 术后

症状缓解率达 91.7%，且无严重并发症发生［24］。

表1 贲门失弛缓症临床症状的Eckardt评分［10］

评分

0
1
2
3

体质量减轻（kg）
无

<5
5~10
>10

吞咽困难

无

偶尔

每天

每餐

胸骨后疼痛

无

偶尔

每天

每餐

反流

无

偶尔

每天

每餐

注：0级：0~1分；Ⅰ级：2~3分；Ⅱ级：4~6分；Ⅲ级：>6分

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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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纳入 51 例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也显

示，POEM 术后症状缓解率可达 94%［25］。一项多

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比较 Heller 术失败后再

行 POEM 与直接行 POEM 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发

现，两组手术成功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49，P=0.23），但 Heller 术后再

行 POEM 组的症状缓解率低于直接行 POEM 组

（81%比 94%，P=0.01）［26］。对于 POEM术后复发再

行 POEM 术的病例研究较少。本中心 15 例 POEM
术后因症状持续而再行 POEM 术的患者，手术成

功率为 100%；平均随访 11.3 个月发现，15 例患者

症状均缓解［27］。

值得一提的是，年龄不再是 POEM 术的禁忌

证。儿童和老年患者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与成人

无异。因贲门失弛缓症导致的长期进食不足会引

起儿童生长发育滞后，而老年患者因反流所致吸入

性肺炎的风险也很高，故及时治疗对于改善儿童和

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都至关重要。本中心一项前

瞻性研究显示，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患儿手术

成功率为96.3%，无POEM相关并发症发生，平均随

访 24.6 个月，症状缓解率 100%［28］。另一项纳入

12 项研究 146例患儿的荟萃分析也显示，POEM术

后 Eckardt 评 分 平 均 降 低 6.88 分（95%CI：6.28~
7.48，P<0.001），症状缓解率>93%［29］。对于老年患

者而言，有研究显示，对于>65 岁的贲门失弛缓症

患者，POEM症状缓解率为 100%，且无手术相关严

重并发症发生［30］。一项回顾性分析通过比较 18例

>60岁和 95例<60岁的 POEM疗效的数据，发现两

组症状缓解率接近（分别为 92.9% 和 89.9%，P=
1.000）［31］。总体而言，POEM术对于儿童和老年患

者不失为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但术前需仔

细评估患者对手术及麻醉的耐受性。

POEM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的总结见表 2［32］。

三、手术开展条件和术者准入要求

手术开展条件：（1）POEM 手术应限于有合法

资质的医疗单位开展，团队需有专业麻醉医师，有

急诊手术能力。（2）基本的设备包括：带有附送水

钳道内镜、CO2 灌注装置、透明帽、注射针、切开

刀、热活检钳、金属夹、内镜专用高频电发生器等。

POEM 术者准入要求：（1）操作者应接受过规

范化专业技术培训，具有从事内镜切除术的经验，

一般需有 5 年以上胃肠专科临床经验，超过 30 例

食管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经验，有处理术中出

血、穿孔等常见并发症的经验。（2）建议初期在有

经验医师指导下，完成一定数量的病例后再独立

操作。本中心研究显示，完成 70 例 POEM 术后可

明显缩短手术时间；完成超过 100例 POEM术后可

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成功率［33］。

四、手术操作要点

术前应进行必要的饮食准备，确保在 POEM
手术前食管内无食物残留。手术中全程使用 CO2

灌注。体位选择仰卧位或左侧半卧位［34］。

手术具体步骤见诊疗规范［9］。

1.肌切开的长度：POEM术一大优势在于可自

由选择肌切开的长度及位置。推荐肌切开术从食

管肌异常收缩的口侧端，直至EGJ下方 2~3 cm，通

常肌切开长度为 8~10 cm。在Ⅲ型贲门失弛缓症、

弥漫性食管痉挛或 Jackhammer 食管中，肌切开长

度需更长［17，21］。

2. 肌切开的位置：肌切开术的推荐位置是食

管前壁或后壁。两项随机对照研究及一项荟萃分

析均表明，前壁和后壁肌切开术的短期疗效和不

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37］。由于食管

侧壁外侧结构较为松散，解剖学支撑较为薄弱，选

择食管侧壁进行肌切开术易造成术后憩室的发

生。如非食管前、后壁炎性反应过重或存在之前

的瘢痕治疗无法进行肌切开，常规不推荐侧壁肌

切开。

3. 全层肌切开还是环形肌切开：本中心对比

了 103 例全层肌切开术与 131 例环形肌切开患者

的术中和术后情况，结果显示，短期症状缓解、不

良事件发生率和术后反流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而全层肌切开术显著缩短了手术时间［38］。

Li 等［39］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然

而，Wang 等［40］发现，全层肌切开可能是术后反流

的危险因素。目前仍需更高质量的研究进一步明

表2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

绝对适应证

相对适应证

禁忌证

绝对禁忌证

相对禁忌证

症状表现和类型

特发性贲门失弛缓症

其他食管动力性疾病，如弥漫性食管痉挛等

合并严重凝血功能障碍、严重器质性疾病等无法
耐受手术者；食管黏膜下层严重纤维化而无法
成功建立黏膜下隧道者

食管下段或食管胃结合部有明显炎性病变或巨大
溃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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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全层肌切开与环形肌切开术的优劣，临床中需

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个体化方案。

五、围手术期处理

术后当天监测生命体征，合理镇痛，注意患者

胸腔积液、肺不张及气胸情况，必要时进行 CT 扫

描。一般术后第 2天可予以流质饮食。如患者出

现呕血、高热等症状，及时复查胃镜，注意检查是否

存在黏膜损伤或出血，确保夹子在位，缝合满意；进

一步进行上消化道碘水造影，确保造影剂无渗漏。

六、手术相关并发症

POEM 相关主要并发症包括黏膜损伤、穿孔、

出血、气胸和胸腔积液。一项纳入12个中心1 826例

研究显示，黏膜损伤率为 2.8%，术中出血发生率

为 0.3%，术后出血发生率为 0.2%，气胸发生率为

0.1%，胸腔积液发生率为 0.2%；乙状结肠型、内镜

医师经验、切开刀和电凝模式是并发症发生的危

险因素［41］。本中心经验表明，POEM术后需干预的

并发症发生率为 3.5%，操作者经验、术中空气灌注

和黏膜水肿是并发症发生危险因素［42］。

胃食管反流病是 POEM 术后远期并发症。研

究表明，POEM 后食管胃酸暴露异常（即 pH 异常）

的患者比例达到 39%~47%，但症状性胃食管反流

病和糜烂性食管炎的发生率较低，分别仅为

8.5%~19% 和 13%~29%［14，23，43］。一项研究前壁肌

切开 POEM 术后胃食管反流病的前瞻性研究表

明，经随访胃镜诊断为A、B、C级反流性食管炎的

发生率分别为 44%、12% 和 4%，而有症状性胃食

管反流病发生率仅为 7.1%（其中 A 级 5.7%，B 级

1.4%），服用质子泵抑制剂均可缓解症状。进一步

分析表明，POEM 相关因素（如肌切开长度），与反

流性食管炎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性［44］。

七、疗效评估与随访

POEM术的初次疗效评估通常在术后2~4周进

行，包括主观症状评估和客观检查。（1）主观症状

评估：一般采用 Eckardt 评分系统，术后评分≤3分

者认为手术有效。（2）客观检查包括胃镜检查，以

了解食管创面愈合及通过贲门口阻力情况；必要时

复查食管测压及钡餐检查等。之后每年一次复查

症状和胃镜检查，症状评估包括Eckardt评分，加上

询问是否存在反酸、烧心等反流症状；胃镜检查

重点观察食管胃结合部，注意有无反流性食管炎发

生。对于年龄较大、病程 10年以上、近期体质量明

显减轻的患者，应警惕恶性肿瘤的发生。

综上，经过 10余年的发展，POEM术已成为治

疗贲门失弛缓症的标准术式，在治疗其他食管动

力性疾病的个例中也有较好疗效。然而，对于肌

切开的最佳方向、深度和长度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或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更好的症状

缓解，减少术后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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