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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床经删
小肠疾病的胶囊内镜检查
夏宣平，陈浩，王文星
（温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浙江温州３２５０２７）

［摘要］目的：探讨胶囊内镜对小肠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总结分析Ａ组５２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患者和Ｂ组１６例慢性腹痛腹泻患者胶囊内镜检查的，临床资料，并将Ａ组分为二组：Ａ１组显性出血，Ａ２组
隐匿性出血。结果：Ａ组检出病变３７例，阳性检出率为７１．２％（３７／５２），其中Ａｌ组阳性率为８３．３％（３０／３６），
Ａ２组阳性率为４３．８％（７／１６），Ｂ组检出病变３例，阳性检出率为１８．８％（３／１６）。Ａ组和Ｂ组、Ａ１组和Ａ２组
阳性率差异有显著性（Ｐ＜Ｏ．０１和Ｐ＝Ｏ．０１）。胶囊内镜检查时间平均为４５７ ｍｉｎ（３７３—６６８ ｍｉｎ），全小肠
检查成功率为８２．４％，ｌ例患者出现胶囊嵌顿，其余胶囊排出体外时间平均为５９．１ ｈ（１８～１７０ ｈ）。结论：
胶囊内镜对隐源性消化道出血的检查阳性率高，特别是有明显出血者，应作为首选检查。而对慢性腹痛腹
泻的阳性发现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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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疾病发病率低，常规的胃镜、肠镜无法观

像，并将图像以无线方式传输至携带在患者体外的

察，而其他的传统检查方式如Ｂ超、ｃＴ、小肠Ｘ线

图像记录仪上存储，最后胶囊自肛门排出。检查者

万方数据
造影、肠系膜动脉造影、推进式小肠镜等诊断率不

利用影像工作站分析图像记录仪所储存的消化道图

高［１｜，因此成为消化道的相对盲区。自２０００年Ｍ２Ａ

像，做出诊断。

胶囊内镜使用于临床之后，小肠疾病的诊断率明

１．３胶囊内镜检查检查前１ ｄ先后以番泻叶１５

显提高，被誉为消化内镜的一大革命。ＯＭＯＭ胶囊

（泡饮）及５０％硫酸镁１００

内镜是世界上第二个上市的胶囊内镜，其对于小

服）清洁肠道；或禁食１２ ｈ以上。检查日吞服胶

肠疾病的检出率和Ｍ２Ａ胶囊内镜相似［２１。我院于

囊后４ ｈ内不能饮水和进食，检查过程中远离强磁

２００５年６月引进该胶囊内镜系统，己检查６８例，

场所。胶囊排出体外后收回。

现报告如下。

１．４观察指标利用影像工作站对胶囊内镜拍摄的

ｍｌ、ＧＮＳ １ ０００

ｇ

ｍｌ（口

图像进行分析诊断。记录患者对胶囊内镜检查的顺

１资料和方法

应性及不良反应。对胶囊本身性能进行观察。

１．１一般资料经胃镜、肠镜检查无阳性发现，怀

１．５统计学处理方法率的比较采用ｘ。检验。

疑小肠疾病而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共６８例，其中
男４４例，女２４例，年龄２３＂－＇８０岁，平均５２．３岁。

２结果

根据临床表现分为Ａ组（消化道出血组）５２例，其

２．１检查结果６８例胶囊内镜检查患者，全部获

中显性出血３６例（Ａ１组），隐匿性出血１６例（Ａ２

得小肠检查资料。４０例捡出小肠异常，其中血管畸

组）；Ｂ组（慢性腹痛腹泻组）１６例，主要症状为慢

形１９例，小肠炎症（溃疡、糜烂、充血、出血斑／

性腹痛和（或）腹泻，无消化道出血。

点）１８例，小肠肿瘤４例（３例手术证实为间质瘤），

采用重庆金山科技集

小肠息肉２例，小肠钩虫病１例，克鲁恩病１例，小

团的ＯＭＯＭ胶囊内镜系统，包括ＯＭＯＭ胶囊内镜、图

肠活动性出血５例。部分患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病

像记录仪、影像工作站。工作原理：胶囊内镜被吞服

变存在，总阳性检出率为５８．８７０（４０／６８）。根据临

后，在消化道内借助消化道蠕动运动的同时实时摄

床表现分组后结果见表１、表２。使用统计软件

１．２

仪器设备和工作原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ｌ
作者简介：夏宣平（１

ＳＰＳＳｌ２．０分析，结果示Ａ组阳性率高于Ｂ组，Ａ１组
２ｌ
９ ７

３一），男，浙江温州人，主治医师。

阳性率高于Ａ２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一７４—

第３８卷

表ｌ

夏宣平，等：小肠疾病的胶曩内镜检查
消化道出血组和慢性腹痛腹泻组检查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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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上述检查方法（Ｒｏ．０５）。荟萃分析显示，导
致小肠出血的病变中以血管畸形和黏膜炎症最为常
见，胶囊内镜能清楚显示黏膜血管和炎症性病变，
故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病因检出率明显优于推
进式小肠镜、ｘ线小肠造影１９Ｊ，应作为不明原因消

表２

显性出血组和隐匿性出血组检查结果的比较

化道出血患者的首选或一线检查手段。本组不明原
因消化道出血患者组中血管畸形１８例，小肠炎症１７
例，小肠肿瘤３例，小肠息肉２例，小肠钩虫病１例ｊ

克鲁恩病１例。结果显示小肠出血常见的病因为血
管畸形、小肠炎症和小肠肿瘤。血管畸形表现为小
１例出现胶囊嵌顿，２例因

肠黏膜血管粗大淤曲或瘤样，其中７例表面见近期

胶囊胃内滞留时间达４ ｈ改以胃镜下用圈套器送入十

出血征象的新鲜出血点（斑），２例经肠系膜血管造

二指肠。其余患者无任何不适，顺应性良好。

影证实并行选择性血管栓塞治疗。其余１ １例患者其

２．２顺应性和不良反应

２．３胶囊检测指标

ｍｉｎ

血管畸形表面无近期出血征象或并存其他病变故难

（３７３～６６８ ｍｉｎ），５６例在有效记录时间内通过回盲

胶囊检查时间平均为４５７

以确定为该患者的出血原因，表明胶囊内镜虽有高

瓣，１２例因电池耗尽未完成全小肠检查，全小肠检

检出率，但其诊断率却低，有报道称仅达３５．７％川。

查成功率为８２．４％。胶囊排出体外时间平均为５９．１

ｈ

本组５２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中２１例能明确

（１８～１７０ ｈ），所有收回胶囊均无破损。胶囊内镜

病因，诊断率为４０．４％。而仅发现能解释出血的病

所拍摄的图像绝大部分清晰，极少部分因小肠气泡

灶但无法证实为出血原因的有１６例，如何正确评

及粪渣影响图像质量。

价这一部分阳性结果及如何提高诊断率值得进一步

万方数据

探索。有学者报道小肠出血另一常见原因为克罗恩

３讨论

病ｆｌｏ］，但在本组１７例表现为包括充血水肿、糜烂、

小肠由于位置和解剖的特点，常规胃镜、肠镜

溃疡等在内的小肠炎症中仅１例证实为克罗恩病，

不能到达，小肠镜又难以进行全小肠检查，而影像

其余病例中是否有相当部分为病变轻微或仅限于小

学观察如ｘ线造影、肠系膜动脉造影、Ｂ超、ＣＴ、ＭＲＩ

肠的克罗恩病，尚无法进一步证实。说明我们现在

等影响因素颇多，导致小肠疾病难以有效诊断，诊

对小肠疾病的认识仍较局限，且胶囊内镜对克罗恩

断率最高的小肠镜也仅达３２７／ｏ…获有效诊断。近年来

病的诊断标准有待进一步确定。本组中另有５例在

推出的双气囊小肠镜虽然诊断率较高但其耐受陲差，

检查时因活动性出血量大影响视野，无法判断病灶

患者往往需住院，检查难度大、时间长，患者痛苦、

性质。其中１例患者发现出血部位在近端空肠，遂

并发症较多，且全小肠检查成功率仅达４５．８％ｒ３Ｉ。而

行小肠镜检查并在屈氏韧带以下约８０ Ｃｍ处找到病

胶囊内镜能直接观察小肠黏膜，且操作简单，无痛

灶。提示活动性出血时胶囊内镜检查有时虽仅能作

苦，并发症少，对于年老体衰患者亦非常安全。全小

定位诊断，但依然有助于指导后续处理。另外我们

肠检查成功率显著高于双气囊小肠镜，阳性率也略

根据临床特点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进一步分组分

高于前者［４］，故对小肠疾病的检查有重要的价值Ｉｓ

７Ｊ。

析发现，胶囊内镜在显性出血组中的阳性检出率为

本组６８例患者中，总阳性检出率为５８。８％，全小肠

８３．３％，明显高于隐匿性出血的患者组（为４３．８％），

检查成功率为８２。４％，略低于Ｆｒｙ ＬＣ等㈦报道。

差异有显著性，与文献报道类似ｌ“ｊ。表明出血量

众多的临床研究已证实胶囊内镜对诊断小肠出

血阳性率高卜…，本组中胃镜、肠镜检查阴性的５２

的大小是影响胶囊内镜检查阳性率的因素之一，显
性出血患者更适宜胶囊内镜检查。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腹部超声和ｃＴ检查均

虽然有报道显示胶囊内镜对慢性腹泻具有良好

未发现能解释消化道出血的病变，有３２｛歹１Ｊ曾行发射

的诊断价值【１２‘１ ３｜，但Ｆｒｙ ＬＣ等【８ｊ报道慢性腹痛腹

式计算机断层照相机（ｓｃＴ）检查，阳性率为２１．９％

泻患者胶囊内镜检查阳性率仅为９％，本研究亦显

（７／３２），８例曾行肠系膜动脉造影检查，阳性率为

示对于慢性腹泻和（或）腹痛的患者胶囊肉镜检查

２５％（２／ｓ），而胶囊内镜的检出率为７１．２％，明显

阳性率仅为１８．８％，明显低于Ｃａｕｎｅｄｏ Ａ等…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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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故我们认为对于仅有慢性腹痛和（或）腹泻的

网●

钟捷．ｊ长晨莉，马天乐，等．双气囊小肠镜‘亏胶囊内镜诊断小肠

降，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出血病因比较ｆＪｌ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４．２４（１ ２）：７４ １—７４４．

患者，虽然胶囊内镜检查依然是安全的，但从卫生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宜作为一线检查。可本组
中仍有部分患者曾行其他多种传统检查如Ｂ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ｃＴ、小肠Ｘ线造影、推进式小肠镜等示阴性而由胶
囊内镜发现病灶从而解决问题的（１例为小肠肿

情况，选择胶囊内镜作为一种辅助的检查手段。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６，３８（１）：５９ ６６．
闭，

温小恒，陆星华，钱家呜．胶囊内镜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研究ｆＪｌ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５，２２（３）：１９９—２（）（）．

瘤，经手术证实为小肠问质瘤，１例表现为散在充
血糜烂的炎症性病变），所以在临床中可根据实际

Ｍ，Ｎｉｗａ Ｙ，Ｏｈｍｉｙａ Ｎ，ｅｔ ａ１．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ｔｅｌ‘ｏｓｃｏｐｙ

张子其，陈孝．胶囊内镜对小肠疾病的诊断价值…．中国实

怖

用内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５（３１：２１８—２２０，
盯］

胶囊内镜并发症少见，本组有１例患者因肝脏

Ｌｉｕ

ＭＫ，Ｙｕ ＦＪ，Ｗｕ ＪＹ，ｅｔ ａ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

ｃｏｐｙ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８

ｃａｓｅｓ

ｉｎ

转移性肿瘤为寻找原发病灶而行胶囊内镜检查出现

Ｋａｏｈｓｉｕ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Ｋａｏｈｓｉｕｎｇ Ｊ Ｍｅｄ

胶囊嵌顿、不全性肠梗阻，发生率为１．５％。虽然对

Ｓｃｉ，２００６，２２（９）：４２５—４３ １．

于怀疑肠道狭窄患者行胶囊检查前似乎宜先行全胃

哆］

ｓｃｏｐｙ ｉｎ

肠道造影，但有学者提出该方法并不能避免胶囊嵌
顿的发生ｂｌ。而Ｃｈｅｉｆｅｔｚ ＡＳ等…Ｊ认为可疑的小肠

Ｆｒｙ ＬＣ，Ｃａｒｅｙ ＥＪ，Ｓｈｉｆｔ ＡＤ，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
ｗｉｔｈ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ｒ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０６，３８（５）：４９８—５０２．
ｐ】

Ｔｒｉｅｓｔｅｒ ＳＬ，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ＪＡ，Ｌｅｏｎｔｉａｄｉｓ ＧＩ，ｅｔ ａ１．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梗阻行胶囊内镜检查亦是安全和必要的，它能判断

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梗阻的原因和部位，并指导病变是否需要手术治疗。

ｎｏｓ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

Ｏ

ｎ１

ａｎ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Ｊ］．Ｊ Ｆｏｒｍｏｓ

Ｐｅｎｎａｚｉｏ

Ｍ，Ｓａｎｔｕｃｃｉ Ｒ，Ｒｏｎｄｏｎｏｔｔｉ Ｅ，ｅｔ ａ１．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ｐｓｕｌｅ

大较远的病灶和扩张的肠壁全周；图片像素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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