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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胃肠肿瘤及针

对性治疗（放化疗、手术）可

以造成患者机体功能状态下

降，并对生活质量、临床结局

和治疗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其中心理困扰会给患者身心

状态造成严重的伤害，常会

经历焦虑、抑郁、自卑以及对

复发和死亡的恐惧。癌症预

康复是指肿瘤确诊到实施针

对性治疗期间，进行的心理、

生理和营养等方面评估、病情判断，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改

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及功能能力，减少肿瘤、化放疗及手术等

所带来的危害和严重程度。多模式术前预康复包括术前有

计划、结构性、可重复、目标明确的综合体能锻炼、营养支持

治疗和减轻焦虑抑郁状态的系列干预措施，已经成为ERAS
路径管理最重要的举措之一，能够术前提高患者的功能状

态、更好地应对手术应激、改善患者临床结局。但是胃肠道

肿瘤术前预康复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最佳体能训练方案、

干预的时机和方式、如何提高依从性、功能能力检测方法以

及预康复成本效益等。因此，需要更多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来评估术前预康复临床应用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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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related
treatments (surgery and chemoradiotherapy) are associated with
declined functional status (FS) that ha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clinical outcome and continuum of car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rives an impressive burden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conditions in oncologic care. Cancer patients often experience
anxiety, depression, low self⁃esteem and fears of recurrence and
death. Cancer prehabilitation is a process from cancer diagnosis
to the beginning of treatment, which includes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nutritional assessments for a baseline functional
level, identification of comorbidity,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hat improve patient's health and functional capacity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the severity of current and future impairments
with cancer, chemoradiotherapy and surgery. Multimodal
prehabilitation program encompasses a series of planned,
structured, repeatable and purposive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xercise, nutritional therapy, and
reliev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hich integrates into best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ERAS pathway and aims at using the
preoperative period to prevent or attenuate the surgery ⁃ related
functional decline, to cope with surgical stress and to improve
the consequences. However, a number of questions remain in
regards to prehabilita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surgery,
which consists of the optimal makeup of training programs, the
timing and approach of the intervention, how to improve
compliance, how to measure functional capacity, and how to
make cost ⁃ effective analysis. Therefore, more high ⁃ level
evidence ⁃ based studies are expect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mplementation of prehabilitation into standar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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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肿瘤及治疗可以造成患者机体功能状态

（functional status，FS）下降，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

困扰，并对生活质量和临床结局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 ，优 化 加 速 康 复 外 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围手术期路径管理、改善患者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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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癌症预康复（cancer
prehabilitation）是指肿瘤确诊到实施确定性治疗（外

科手术、放化疗）期间，进行生理和心理学方面评

估、病情判断，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改善患者的健

康状况及功能能力，减少肿瘤、放化疗及手术等所

带来的危害和严重程度［1］。术前预康复措施包括术

前有计划系统性实施的体能锻炼、营养支持治疗和

减轻焦虑抑郁状态的系列干预方式，已经成为

ERAS路径管理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本文就胃肠肿

瘤术前预康复现状及展望进行综述。

一、术前预康复的基本原则

胃肠肿瘤发生、发展、转归与不良生活方式（低

运动量和不良饮食习惯）以及病变器官对特定干预

措施的反应（运动不耐受和代谢功能障碍）相关。一

旦确诊，就要启动相应预康复方案，权衡各种干预或

治疗的获益和风险，如手术患者近期和远期临床结

局以及严重并发症风险。预防或减少治疗相关并发

症，尤其是致死、致残的并发症，应成为其首要目标

和任务。多模式预康复（multimodal prehabilitation）
旨在对患者进行系统评估并采取循证医学支持的

有效方法，对高危人群进行多学科团队、多种方法

的联合干预，以达到最佳术前预康复效果。但当前

有关有效评价方法、最佳预康复方案以及理想疗效

结局分析选择等尚未达成共识［1］。因此，要以围手

术期ERAS路径管理为基础，围绕患者心理、生理及

营养代谢等方面进行拓展，建立个体化的预康复及

围手术期处理临床路径，以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

求，并需要营养师、心理医师、运动康复师、护师、麻

醉师及外科医师等专业团队共同参与。针对患者

临床病理学和心理学特征拟定个体化的预康复方

案，提高患者的功能能力，应对围手术期应激反应，

改善围手术期处理质量和安全，加强患者康复，使

得术前预康复成为围手术期ERAS路径管理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心理、运动和营

养方面的预康复。见图1。
预康复方案主要步骤：（1）筛查：预测不良结局

的概率，判断具体干预措施改变这种风险的可能

性，因此术前应采取各种量表和工具对所有患者进

行筛查；（2）评估：由专业团队基于筛查确定的高危

人群进行的功能状态定量和分析，应详细记录综合

病史、运动和饮食习惯、功能能力、精神心理状态以

及实验室和临床检查结果，最后获得患者身体机

能、营养状态和心理学评估数据及指标；（3）干预：

需要根据评估结果个性化治疗的原则，对患者制定

体能训练、营养支持治疗及心理干预方案，进行动

态监测和调整，确保患者预康复的质量和安全。

二、术前心理预康复

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心理困扰（抑郁和焦虑症

状）会给患者身心状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常会经历焦

虑、抑郁、自卑和对复发和死亡的恐惧，其中情绪困

扰发生率为35%~45%［2］。另外，研究显示，心理困扰

与癌症发病率升高、生存率低以及癌症特异性死亡

增加有关，抑郁和焦虑可能对癌症发病和预后有不

利影响［3］。对患者进行有效心理干预能够缓解情绪

困扰等心理异常，改善生活质量，减轻术前焦虑和抑

郁对伤口愈合、感染、住院时间和圆满完成治疗的负

面影响。因此，调整临床治疗模式重在积极预防、干

预肿瘤及治疗所带来的心理困扰引起的功能损害。

多模式精神心理预康复是一种非药理学的认知⁃行为

干预，其目的在于通过积极的行为和认知应对，减

少焦虑症状和癌症相关窘迫。心理访视过程中，应

聆听患者心声，鼓励阐述其癌症、化放疗和手术相

关问题的意愿、理解和需求，将思想和行为调整到

更加积极的状态，减少不适应所造成的生活方式的

改变。应向患者传授放松和意象技巧，鼓励患者参

加自己喜欢的日常工作和社交活动。

肿瘤及其治疗引起各种应激和抑郁都与细胞

毒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降低有关，影响肿

瘤免疫监视等机制，参与调节体细胞突变的发生、

发展以及基因组不稳定事件等，理解神经内分泌和

免疫系统间的双向联系有助于拓展临床治疗策

略［4］。研究发现，患者术后生理储备和功能能力下

降、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恶化可持续12个月以上，恢

复独立生活、工作以及社会活动能力下降；抑郁症是

一种以抑郁情绪、失去兴趣或快乐为特征的精神障

碍，术前身体功能下降的患者普遍存在，与结局不良

图1 术前预康复与非预康复患者功能能力改变（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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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5］。结直肠癌患者抑郁和焦虑患病率增加，生活

质量下降，手术病死率升高，尤其是单身、文化程度

低、有合并症的患者，筛查、确诊至关重要，手术后仍

需关注，需要专业医生进行处理［6］。一项荟萃分析显

示，结直肠癌患者抑郁患病率为 1.6%~57%，焦虑

患病率为1.0%~47.2%［7］。我们的研究发现，胃肠肿

瘤患者抑郁发病率为 28.9%，焦虑发病率为 37.2%，

两者同患占 9.9%［8］。Kim 等［9］采用改良窘迫量表

（modified distress thermometer，MDT）、医院焦虑抑

郁 量 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评估

229例胃癌患者的窘迫程度，MDT和HADS或CES⁃D
中得分高于临界值可视为心理困扰，发生率为

33.6%；受教育程度低、肿瘤分期晚与心理困扰有

关，其中 TNM分期Ⅰ~Ⅲ期心理困扰者 5年无病生

存率降低，Ⅳ期心理困扰者生存时间短。腹部恶性

肿瘤患者焦虑在术前达到高峰，与患者经济状况、

家庭责任和重新工作能力等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虚

弱患者、有精神病史者是围手术期心理困扰的高危

人群，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与术后抑郁、焦虑关系

密切，建议及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干预［10］。

Barrett⁃Bernstein等［5］对 172例结直肠癌患者抑

郁、功能状态及预康复结果进行观察，采用6 min步

行试验（six⁃minute walk test，6MWT）、6 min 步行距

离（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和HADS评定

患者的功能能力及心理症状；研究显示，抑郁患者

的 6MWD较低，步行<400 m的比例较高；预康复能

够明显改善抑郁症患者 6MWD，但心理状况良好及

焦虑患者无显著改善，有抑郁症状的患者功能能力

更低，但术前预康复效果更好。接受情绪管理的结

直肠癌患者术前心理障碍明显减少，术后免疫功能

显著改善，术前进行造口部位选择和相关问题指

导，可以减少焦虑症状及并发症，降低医疗费用；习

惯使用情感能力的患者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癌症诊

断和手术对情绪的影响，其焦虑和抑郁症状较少，

手术后生活质量更高，结局更好［11］。

三、术前运动预康复

胃肠肿瘤患者因特殊的病理生理学及精神状

态异常可以引起功能能力明显恶化，给手术带来诸

多不良影响。由于运动具有传递生理应激的能力，

会在器官和组织中引起适应性反应，有助于耐受外

科手术等带来的更严重应激反应，因此术前运动预

康复显得格外重要。良好的心肺功能可满足患者日

常工作、运动和应激状态下氧耗增加的需求，手术、

化放疗、激素治疗以及肿瘤本身均可以损害氧和代

谢底物输送及利用功能，采取科学的运动和体能训

练来重塑或干预患者体质下降带来的诸多问题具有

广阔前景。一项纳入48项随机对照研究3 632例患

者的荟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运动疗法能够改善心

肺功能（峰氧耗量），建议癌症患者应进行运动治

疗［12］。有氧运动结合阻抗和耐力训练可以促进组

织蛋白合成、协同有氧能力，已成为术前预康复的

重要干预措施。可根据病史评估功能能力，以代谢

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s，MET）表示，即静坐时的

能量消耗为基础，反应各种活动时能量代谢水平，

其中 1 MET等于静息时耗氧量 3.5 ml·kg⁃1·min⁃1，用

以评估心肺功能。爬楼梯或爬山均为MET > 4的运

动，安全、有效。其他还包括改良心脏风险指数、

ACS NSQIP手术风险计算器等。6MWT是以轻松的

步伐6 min完成的距离，是一种简单、客观的功能能

力测量方法，也是预后相关指标之一。6MWD低于

400 m 提示运动能力受损、独立性受限（limited
independence）和手术结局不良［13］。患者耐力和力

量测试可用于身体状况评估和体能训练方案的拟

定，心肺运动试验（cardio 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CPET）是评价功能能力和治疗反应的金标准，CPET
代谢车测量气体交换和通气参数，能反应斜坡递增

运动耗氧量，是指导术前准备有价值的工具［14］。大

手术前CPET可以确定高危患者，除了利用氧摄取

和通气效率来评估功能能力外，CPET还可以通过

氧摄取对心率反应（氧脉冲反应）来识别潜在心功

能障碍。Mann等［15］分析1 214例结直肠癌手术患者

氧脉冲反应联合其他CPET变量、心脏危险因素与

结直肠癌术后病死率的关系，发现通气效率低下和

氧脉冲反应异常是短期（30 d）和长期（2年）死亡独

立因素 。

多模式体能预康复是基于“有计划、结构性、可

重复和目标明确”的运动训练，改善或维持身体健

康状况为重点。遵循国际公认的指南，有氧运动、

阻力运动和灵活性训练相结合，全面改善患者的功

能状态。有氧训练包括有氧供能的肌肉群训练，是

提高有氧能力的基本干预。常采用固定式和卧式

自行车、爬楼梯机和跑步机等设备。运动时间取决

于训练强度，每次至少 10 min。一般取中等强度连

续或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方式，运动强度和模式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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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PET监测结果确定。在阻力训练中，肌肉抵抗

外力或体质量以提高力量强度，高强度离心阻力运

动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要根据患者的功能状态进

行。拉伸和强化运动、热身和整理运动应始终贯穿

于训练过程中。

Minnella等［16］的随机对照研究观察了术前多模

式预康复对食管癌和胃癌患者功能状态及临床结

局的影响，运动预康复包括有氧运动结合肌肉强化

训练，给予乳清蛋白肠内制剂进行营养预康复，遵

循ERAS围手术期路径管理。结果显示，多模式术

前预康复能够提高结直肠癌手术前后的功能能力，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术后临床结局。但最佳预

康复方案、强度、时间及对肿瘤结局的影响尚需进

一步明确。Barberan⁃Garcia等［17］发现，心理学评估

干预、耐力训练等个体化术前预康复改善择期腹部

大手术高危患者的术后转归、降低并发症机制与有

氧能力增加有关。然而，一项针对虚弱指数≥2的老

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前预康复处理的随机对照研究

中，采用每周1次横卧式踏步器中强度有氧运动、橡

皮带阻力练习结合伸展运动、进行为期4周的训练，

同时进行家庭有氧运动（每天步行30 min和阻力训

练）联合营养和心理预康复干预。结果显示，多模

式预康复处理对患者临床结局无明显影响，并认为

应进一步选择和优化个体化术前预康复方案［18］。

Hijazi等［19］荟萃分析了腹部肿瘤大手术患者预康复

方案组成及结局的关系，共纳入 9项研究 549例患

者，其中 5项为结直肠癌手术；结果显示，术前预康

复方案组成、实施方式以及评估功能能力的方法差

异明显，术后并发症预康复和标准干预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最后，作者强调亟待建立完善标准

化预康复方案和评价方法，且需要进行大规模临床

研究加以验证。

四、术前营养预康复

三分之二以上的胃肠肿瘤患者存在营养风险

或营养不良，导致手术并发症增加、住院时间延长、

辅助治疗不耐受、病死率增加以及医疗费用增加。

胃肠肿瘤相关营养不良是由于肿瘤、化放疗、手术

等所导致的摄入减少、消耗增加、吸收减少或宏量、

微量营养素缺乏或比例异常。肿瘤和手术均会引

起全身炎性反应，造成胰岛素和合成代谢抵抗，导

致能量代谢、激素分泌和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

合成与分解功能异常。厌食、食欲减退、体质量减

轻和肌肉萎缩导致恶病质或少肌症。此外，化放疗

和肿瘤质量效应（tumor⁃mass effect）所造成的吞咽

困难（口腔溃疡、咀嚼困难或口干）、味觉改变、恶

心、呕吐、便秘或腹泻、腹部不适和胃肠运动障碍

等，可影响食物的摄入、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高

龄、身体机能受损和胃肠道肿瘤是公认的营养风险

因素。营养和肿瘤与手术结局的关系毋庸置疑。

越来越多的证据、成本效益分析表明，术前营养支

持治疗的重要性，但只有 1/5的患者接受术前营养

干预，只有1/5的医院有完善的营养筛查流程［20］。

胃肠肿瘤患者术前营养预康复的目的是避免

出现营养不良、纠正营养不良、促进合成代谢，利用

药理营养素发挥营养治疗作用。营养预康复处理

应与运动训练协同治疗，改善整体营养状况，促进

术前蛋白质合成，将患者状态调整到理想程度，加

强手术后早期康复。体质指数、非意愿体质量减轻

和血浆白蛋白水平等仍然为营养筛查基本参数，患

者主观整体营养评估（PG⁃SGA）和营养风险筛查

2002（NRS⁃2002）是确定营养不良或发展为营养风

险的最合适工具，可以指导营养支持治疗，其他还

包括微型营养评估及其评估简表、营养风险指

数等。

营养预康复实施首先要考虑患者能源需求，指

的是满足日常消耗、维持能量储存和促进生理代谢

过程所需能量总和，肿瘤患者的能量需求差异性极

大，约1/4的胃肠道肿瘤患者表现出高代谢状态［21］。

可采用间接测热法（代谢车）测定患者静息能量消

耗，并根据额外运动和体力活动加以调整。高代谢

状态是癌症恶病质的早期表现，可造成负能量平

衡、体质量减轻、全身炎性反应和功能能力下降等，

是营养支持治疗绝对适应证［22］。鉴于肌肉蛋白代

谢特点，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是预康复的关键。另

外，补充氨基酸可增加癌症患者的蛋白质合成，摄

入富含蛋白质的膳食可改善急性应激期间的全身

净蛋白质平衡。推荐每日 1.5 g/kg理想体质量的蛋

白质摄入量。家禽、鱼肉、乳制品、鸡蛋和植物蛋白

可做为首选，只有患者无法摄入或短期内需要改善

营养状态则进行营养支持治疗。乳清蛋白或某些

必需氨基酸（如亮氨酸）是强合成代谢触发因子，应

优先考虑补充。尽管术前营养预康复对抑制肿瘤

生长和宿主代谢有积极作用，但热量限制、生酮饮

食或药物干预等仍然缺乏临床证据，尚未纳入术前

预康复方案。营养干预要确保所有宏营养素的充

分摄入和比例合理，均衡膳食指的是淀粉、肉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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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替代品）和蔬菜之间的比例为 2∶1∶2。应向

患者进行基本的饮食宣教，如限制高脂饮食、含糖

食物和酒精的摄入，推荐全谷物食品。

术前预康复干预的关键目标是维持肌肉系统

功能完整，由于骨骼肌是重要的宏观营养物质的

储存和来源，在全身内环境稳定中起关键作用，因

此，维护骨骼肌功能不仅可以保持机体的活动、功

能独立性，而且还可以防止代谢障碍。胃肠道肿

瘤患者往往肌肉蛋白分解增加、合成下降，不合理

的营养支持治疗（氨基酸、脂肪乳单瓶输注）或单

独体能训练而缺少营养支持治疗，均可导致肌肉

蛋白合成受损。另外，肿瘤造成的炎性反应会引

起全身代谢异常，手术可激发这种慢性炎性反应

产生瀑布效应，进而加速代谢紊乱，导致无法控制

的分解代谢。合成代谢抵抗是老年性骨骼肌萎

缩、少肌症的主要原因，运动缺乏和肌肉废用主要

通过合成代谢抵抗加重骨骼肌萎缩。与衰老、缺

少运动不同，危重病会引起骨骼肌迅速分解和合

成代谢抵抗，从而导致骨骼肌质量迅速减少。早

期、反复、多模式体能训练结合早期肠内营养（低

热量和高蛋白供应）是在危重患者治疗期间维持

骨骼肌质量的有效策略。

保持瘦体质量（lean body mass，LBM）也是肿瘤

治疗的重要目标，但是术前预康复干预对结直肠癌

患者LBM的调节机制尚不清楚。一项基于围手术

期ERAS路径管理联合三联术前预康复方案（运动、

营养和减轻焦虑等措施）随机对照研究发现，相比

术后康复，多模式预康复能够减少结直肠癌患者术

后LBM的丢失，进而对癌症治疗进程和结局产生积

极影响［23］。因为癌症是影响神经、免疫、内分泌和

认知功能的系统性疾病，基于运动训练、营养治疗

和减少焦虑的多模式预康复干预是非常合理的选

择，结直肠癌手术患者缩短住院时间 2 d，加速患者

功能能力的恢复［24］。Minnella等［16］的随机对照研究

发现，运动和营养预康复干预能够提高食管、胃癌

患者围手术期功能能力，防止患者的身体和营养状

况恶化，对癌症治疗的连续性有利。

五、展望

胃肠肿瘤术前预康复旨在提高患者功能状态

和改善临床结局，必须与ERAS方案的其他要素密

切结合，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应贯穿于肿瘤确诊

至手术之间的连续过程，包括建立生理、心理学评

估体系，判断患者基础功能状态，识别肿瘤自身、放

化疗以及围手术期可能对患者造成的损伤，提供有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降低当

前和未来病损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术前多模式

预康复包括医学、药理学流程及处理方案的优化，

纠正贫血，并戒烟、戒酒，改善体能状态，开展营养

支持治疗、纠正心理困扰等，为患者提供维持或增

强生理功能、增加手术恢复的机会。虽然，术前预

康复对患者术后功能能力和早期恢复日常活动有

积极作用，但仍需确切的监测、评价方法来评估预

康复的效果，并确定多模式干预是否能减少高危患

者发展为远期致残的风险，需要相关医疗成本效益

分析，评价手术应激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胃肠道

肿瘤术前预康复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最佳体能训

练方案、干预的时机和方式、如何提高依从性以及

功能能力检测方法等。

由于当前医疗模式已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

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单

一模式”术前预康复业已转变为“多模式”术前预

康复，这更需要跨学科、多团队合作、患者动态管

理，倡导患者及家属积极参与的理念。目前的挑

战在于不仅需要充分认识术前阶段是患者手术后

康复的关键时期，强化预防重于治疗的意识，建

立、健全、完善相关体系和路径，而且需要完善围

手术期 ERAS 路径管理为主导、针对“心理、功能

能力、营养状态”为基础的多模式预康复处理，亟

待完善个体化联合方案、合理干预时机、科学评价

体系以及结局判断标准等，这需要真实世界研究、

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提供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在此基础上，配备一支训练有素的跨学科专家团

队，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策略和多学科干预

措施，为每一位接受手术的高危患者量身定做一

套缜密完善的术前、术后治疗及康复计划，使广大

医务人员能够在确保术后最佳临床结局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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