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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内镜滞留原因及处理
张朋彬。王雷，樊超强，赵晓晏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消化内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７）
【摘要】目的：探讨胶囊内镜滞留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同顾性分析２００５年４月一２００８年４Ｙｌ行胶囊内镜检查１７３例，结果：１７３例胶
囊内镜检查中，共发生胶囊内镜滞留４例，发生率为２．３％，其中２例行手术治疗，２例观察后自行排出。结论：胶囊内镜滞留是胶囊内镜
检查中较严重并发症。若无梗阻发生，可行观察，若出现梗阻，应及时手术治疗。
【关键词】胶囊内镜；胶囊滞留；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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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内镜（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ＣＥ）的发明。对于小肠疾病的
诊断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及其它
小肠疾病的诊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ＣＥ检查过程中，胶囊滞
留（ｃａｐｓｕｌ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是一个较少见又较严重并发症。有时需要

手术解除由此造成的梗阻。本文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０５年４月一２００８
年４月我院ＣＥ检查发生胶囊滞留的情况及其处理方法。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临床资料：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４月我院共行ＣＥ检查１７３例，
其中男１２４例．女４９例，平均年龄４５．６岁（１８～８１岁）。其中不明原

图１

因消化道出血１４６例．慢性腹泻１８例。慢性腹痛９例。

并发肠梗阻。手术证实为Ｃｒｏｈｎ ７Ｓ病并回肠末端狭窄。

１．２检查方法：采用重庆金山科技集团的ＯＭＯＭ胶囊内镜系统，
包括ＯＭＯＭ胶囊内镜（大小１３

ｍｍｘ２７．９

患者吞入胶囊后第三天。胶囊嵌顿于回肠末端。

ＣＥ与双囊小肠镜均能直观地观察整个小肠黏膜的病变情

ｍｍ），图像记录仪。影像

况．是小肠疾病诊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双气囊小肠

工作站。患者在检查前８小时开始禁食并服用甘露醇２５０ ｍｌ清

镜同时具有对病变进行活检及治疗的作用，但ＣＥ具有创伤小，

洁肠道。吞服胶囊后４小时内禁食，记录胶囊进入十二指肠及通

易检查，易被患者接受等优点，同时由于检查费用的问题，可以

过回盲瓣的时间。检查结束后。要求患者仔细检查粪便，确认胶

作为小肠镜检查前的筛选手段．为小肠镜提供依据１１１。

囊排出体外，若７２ｄ，时仍未确认胶囊排出。或出现肠道梗阻症

在ＣＥ检查过程中．较少见但较严重的并发症即为胶囊滞

状，即行腹部透视或腹部摄片检查，明确胶囊是否排出以及观

留．一些患者而需要外科手术解除胶囊嵌顿造成的梗阻。爿前

察胶囊位置。若胶囊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超过２周，或采取ｆ预措

认为．当胶囊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超过２周，或必须采取干预措施

施（如内窥镜、手术取出等）取出胶囊，则判断为胶囊滞留，
２结果

（如内窥镜、手术等）才能取出胶囊，则判断为胶囊滞留瞄，目前
市场所用胶囊大小相差不犬，如ＯＭＯＭ胶囊大小为１３＂ｍｍｘ２７．９
ｍｌ／１．而ＰｉｌｌＣａｍ ＳＢ胶囊为１１ ｍｉｎｘ２６ ｉｎｌｎ，正常情况下其均能顺

在１７３例检查过程中．有４例发生胶囊滞留。发生率为

利通过消化道．当肿瘤．炎症或粘连导致消化道有严鼋狭窄时，

２．３１％。其中ｌ例为女性肠结核患者．发生胶囊滞留后．前３月腹

使胶囊发生通过障碍．导致胶囊滞留。一般认为，胶囊滞留发生

部透视显示胶囊主要滞留ｆ第三组小肠，因患者无肠道梗阻症

率为１．５％左右ｆ３１．但也有报道高达１３％ｆ４ｌ，其发生率与被检食者

状．即随访并同时抗结核治疗．２４周后胶囊完整排出，弓外３例

的病种有关．在明确有Ｃｒｏｈｎ＇ｓ病的患者和ＮＳＡＩＤ患者．其胶囊

均为Ｃｒｏｈｎ＇ｓ病。均滞留于末端回肠，其中１例胶囊于４周后排出，

滞留发生率较高｛５１．而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则相对较低，胶囊滞

另外２例患者因发生肠道梗阻症状而手术取出（见图１）．术中及

留时间最长者达２．５年Ｉ”

术后患者无严重并发疗发生。
３讨论

．一般认为．患者有肠梗阻痱状或放射学检查提示有肠道梗
阻或狭窄迹象时，应作为ＣＥ检查禁忌证ｆ８ｌ：目前有研究各种手
段来预测胶囊滞留发生的ｎ『能性，对于那些有高度滞留潜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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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伐他汀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肌钙蛋白Ｉ及心功能的影响
杨红玲。黄新平。孙琳。刘

帆

（大理学院附属昆明医院心内科，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１１）
【摘要】目的：探讨辛伐他汀对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患者血清心肌钙蛋白Ｉ（ｅＴｎＤ和心功能的影响。方法：入选失代偿性ＣＨＦ患者
１０２例，将其随机分为辛伐他汀组（ｎ－５９）和对照组（ｎ＝４３），两组均给予常规抗心力衰竭治疗，辛伐他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辛伐
他汀１０ ｍｇ，每晚１次，疗程１２周。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Ｄ及血清ｃＴｎＩ浓度的变化。

结果：治疗１２周后，辛伐他汀组ＬＶＥＤＤ、ｃＴｎＩ明显下降（６４．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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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ＶＥＦ升高（３２．３±４．１Ｖ￥４３．２±３．９％，Ｐ＜０．０１），并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ＣＨＦ患者辛伐他汀１０ ｍｇ，每晚１次，可以
保护心脏功能，提高射血分数，降低ｃＴｎＩ。
【关键词】慢性心力衰竭；辛伐他汀；左心功能；血清心肌钙蛋白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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