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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例无绳胶囊内镜检查临床分析
蔡华容刘红专
摘要

目的

周雪梅

通过对无绳胶囊内镜检查情况分析，评价胶囊内镜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效果。方法

肠疾病或不能耐受胃镜检查的病人或体检者行胶囊内镜检查，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对１７例疑小

所有病人检查无不适

感，１５例完成小肠检查，２例胶囊分别滞留于食管、胃。７例不明原因胃肠道出血中５例完成小肠检查，均发现了小
肠病变。结论胶囊内镜检查是一种无痛苦、无创、安全的上消化道检查，是小肠疾病尤其是不明原因胃肠道出血
诊断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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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检查。胶囊内镜在胃内平均时间约３０分（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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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分），在小肠平均时间为３１６分（１３６—４９６分），排
病人来源于我院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出体外平均时间为２７２７分（１２０６—４２５９分），胶囊内

２００６年４月疑似小肠疾病或不能耐受胃肠镜检查

镜摄片时闾平均为５１４分钟（４８６～５４２分）。经胃镜

的门诊及住院患者。男性１４例，女性３例，年龄３４

检查进一步证实滞留食管内胶囊正处于食管第二生

—８１岁，其中不明原因胃肠道出血７例，不明原因

理狭窄处，无食管器质性狭窄；胃内滞留者无胃、幽

慢性腹泻４例，不明原因的腹痛４例，体检２例。

门、十二指肠狭窄，但均存在胃动力降低。经假体将

１．２仪器设备重庆金山科技公司生产的ＯＭＯＭ

胶囊取出。胶囊内镜所达之处均获清晰图象。１７

无绳胶囊内镜、数据记录仪套件及影象工作站。

例胶囊内镜检查结果：食管狭窄ｌ例、慢性浅表性胃

１．３方法患者检查前禁食１２小时，禁饮８小时。

炎５例、胃息肉１例、小肠克隆氏病１例、小肠炎症２

检查当日早上空腹服用５０％硫酸镁１００ｍｌ并按规定

例、小肠血管异常３例、小肠寄生虫病１例、结肠血

饮水３０００ｍｌ作肠道清洁。待肠道清洁干净后吞服

管异常１例、正常２例。其中未达小肠２例。１７例

胶囊，记录仪开始记录，２小时内不饮水，４小时内不

检查中有明显阳性病变１４例，阳性率８２．３％。

进食。可照常工作生活。胶囊工作结束后取出记录
的ＣＦ磁卡，经影像工作站分析结果。胶囊则随粪
便自行排出。
２结果

３讨论
由于解剖位置的关系小肠疾病检查及诊断常较
困难，以往的检查方法如Ｘ线小肠钡餐检查阳性率

低，尤其对于小肠血管病变易漏诊，且活动性出血时
１７例患者检查中无不适感，图象显示１４例胶

不宜作；血管造影或核素扫描检查要求在活动性出

囊顺利到达小肠及以远，其中９例到达结肠。１例

血时，并且达到一定量时诊断阳性率较高，且血管造

滞留于食管，１例滞留胃内８小时４２分，未通过幽

影有创，患者痛苦，定位定性不准确，有一定并发症；

ｆ－１，１例胃内滞留７小时２５分钟才过幽门，未完成全

小肠又是胃镜及结肠镜检查的盲区。对小肠疾病的
诊断胶囊内镜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优于以上检查，

作者单位：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四川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发表的文献显示对于不明原因的胃肠道出血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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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胶囊内镜优于推进式小肠镜或至少与之同样

镜将其推送至胃内可不影响继续检查。同时也提示

有效，诊断阳性率５５％一７０％…，故胶囊内镜为小

疑有消化管道狭窄时，应首先放射造影明确，以防胶

肠检查提供了新方法。７例不明原因胃肠道出血的

囊嵌顿狭窄处。

病人中５例完成了全小肠检查（其中２例因胃滞留

１７例患者行胶囊内镜检查均无不适感，即使８１

未完成），均发现了小肠阳性病变；不明原因慢性腹

岁伴有严重心肺疾病（安装起博器的患者除外）也能

泻４例，２例发现小肠阳性病变，小肠病变检查阳性

进行检查。避免了胃镜检查的痛苦及禁忌症。但也

率为７７．８％。体检２例，无异常。由此可见，胶囊内

存在着不足：因胶囊内镜中的电池使用时间有限，多

镜是一种有效的诊断小肠疾病的方法，可观察到小

数只能到达小肠末段，大部分大肠不能观察到；与胃

肠黏膜及血管的异常，如血管畸形，黏膜糜烂，溃疡，

镜及肠镜相比，胶囊内镜不能被人为地控制其运行

小肠息肉样增生，可清晰显示小肠寄生虫及其致病

速度及方向，可能会遗漏某些病变；发现病灶时不能

情况等，胶囊内镜尤其对小肠出血的诊断价值最高，

取活检及内镜下治疗，不能肠道精确定位；当胶囊内

是诊断小肠疾病的首选方法【２Ｊ。对于不愿接受胃镜

镜滞留体内或胃肠道有梗阻时胶囊不能自行排出体

检查或有严重心肺疾病不能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

外。我们相信，随着研发进一步深入，可遥控胶囊内

胶囊内镜检查无疑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的上消化道

镜及可溶解胶囊将会弥补这些不足。就目前而言，

检查方法。分析２例胶囊胃内滞留，无临床胃肠道

胶囊内镜仍不失为小肠疾病诊断的重要方法。

梗阻表现，且胃肠镜及腹部ｘ线检查未发现胃肠道

参

狭窄，但存在胃肠动力降低，可能因为消化道出血使
用了生长抑素从而抑制胃肠动力ｂＪ，使胃肠动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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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素等），必要时使用促动力药，并在实时监控下完
成检查。另一方面，也提示胶囊内镜对胃肠道动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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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胶囊内镜小肠的检查。所以，在胶囊内镜检

查前应慎用抑制胃肠动力的药物（如抗胆碱药，生长

Ｍａｒｍｏ Ｒ，Ｒｏｔｏｎｄａｎｏ

考

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９）：８７３—８７６．
３刘劲松，侯华．激素与胃肠道运动［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异常的诊断有参考价值。食管的生理性狭窄可能使

２００４，１３（４）：３３５—３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０８）

胶囊滞留，如能在实时监控下及时发现，及时通过胃

鼻窦炎误诊为血管神经性头痛１例
杨子松
１病例报告

韦

彤

复发作或持续的头痛可能是某些器质性疾病的信
号，应该认真检查，明确诊断，及时治疗。本例患者

患者女性，４８岁，因反复头痛、头昏１年余就

误诊为“血管神经性头痛；更年期综合征”。１年来

诊，发病初未经任何检查，一直以“上呼吸道感染”自

在当地８家县级医院反复行头颅ＣＴ、脑血流图、脑

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经当地８家县级医院诊治，

电图等检查及给予各种抗生素，活血化瘀、改善脑血

反复行头颅ＣＴ、脑血流图、脑电图等检查未发展异

管供血、营养神经等多种药物治疗，花费近万元，治

常。按“血管神经性头痛；更年期综合征”等给予治

疗效果不理想，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同时以延误病情

疗，效果不理想。经详细问诊及仔细查体，发现：患

的诊治。头痛的病因包括：（１）颅脑病变；（２）颅外病

者头痛以颞部明显，伴流脓涕、鼻塞；右侧面颊部胀

变；（３）全身性疾病；（４）神经症。本例患者头痛以颞

痛、压痛，疑为鼻窦炎引起头痛、头昏。副鼻窦瓦氏

部明显，伴流脓涕、鼻塞。查体：右侧面颊部胀痛、压

片检查示“右侧上颌窦炎；鼻窦腔内积液”。诊断为

痛。副鼻窦瓦氏片检查示“右侧上颌窦炎；鼻窦腔内

“化脓性鼻窦炎”。经抗炎、上颌窦穿刺引流治疗，患

积液”。鼻窦炎诊断明确，经治疗效果明显。通过对

者头痛、头昏，流脓涕、鼻塞症状消失。

该例误诊原因分析，应注意的几点教训：（１）详细询

问病史；（２）仔细体格检查；（３）有针对性的相关检
２讨论
头痛为许多疾病的常见症状，多元特异性，但反

查，不能过多依赖高科技检诊设备；（４）合理应用抗
生素；（５）尽量避免医疗纠纷隐患。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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