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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急诊胃镜诊治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临床体会
聂山文 1

路小燕 2

（1.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 ；2.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武清中医院，天津 301700）
上消化道大出血是指在短期内失血量超过 1 000 mL 或
［1］

循环血容量的 20%

，临床主要表现为大量呕血和（或）黑

2.2.2

治疗结果 ：35 例患者全部止血成功，但其中 1 例终末

期肝病胃底静脉曲张破裂的患者虽然经过注射组织胶后出

粪，常伴有血容量减少引起的急性周围循环衰竭，病情危急、

血停止，但最终因周围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凶险，病死率高达 8.0%～13.7%［2］，在最短时间内作出病因

2.3

及出血部位判断并及时处理是该病急救成功的关键［3］。早

8 例，冬季发病 13 例，以春季和冬季发病率最高（71.4%）。

期应用急诊胃镜可快速准确明确出血病因及出血部位，结合

3

发病季节 ：春季发病 12 例，夏季发病 2 例，秋季发病
讨

论

急诊胃镜是指在出血后 24～48 h 内进行的胃镜检查［6］，

组织活检可获得病变性质的诊断，以确定治疗方案和判断预
后，并可在镜下采取不同的止血方法，目前已经成为诊治上

文献报道急诊胃镜检查病因、出血部位及估计出血的可靠性

消化道出血的首选方法［4-5］。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要明显优于其他检查，病因确诊率为 80%～94%［6］。尤其

2013 年 10 月本院腔镜中心诊治的 35 例上消化道大出血患

对于可疑急性静脉曲张出血者，应在 12 h 内行紧急胃镜诊

者的病因，以及内镜下治疗方法的应用体会，报告如下。

治。延迟的胃镜检查（＞15 h）是急性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

1

血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8］。

资料与方法

1.1

通过分析本组病例，笔者有以下体会 ：

一般资料 ：35 例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中男性 25 例，女

性 10 例 ；年龄 20～72 岁，平均（50.4±6.5）岁。所有患者临

3.1

床主症以呕血为主，其中单纯黑便 6 例，呕血伴黑便 29 例，

血的患者都需要急诊内镜检查，尤其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应选择好内镜诊疗的时机，并不是所有急性消化道出

伴有不同程度心悸、头晕、肢冷汗出等表现。

患者，更应该谨慎，出血早期（＜24～48 h）对患者的评估及

1.2

处理至关重要［9］。血压稳定与否是决定患者能否耐受胃镜

治疗方法 ：患者均在出血 24～48 h 内进行胃镜检查，

失血性休克的患者应积极扩容、输血及止血处理，待生命体

检查和治疗的关键［10］。

征平稳后在严密心电监护的情况下进行检查。术前必要时

3.2

可给予抑制胃肠蠕动的药物。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的

食管 -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病死率高达 30%～50%［11］，

患者采用多枚金属钛夹钳夹撕裂创面 ；急性胃黏膜病变采

因此，在急诊胃镜前要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告知，使其对

用凝血酶冻干粉液或冰盐水去甲肾上腺素液局部喷洒及氩
离子凝固治疗 ；消化性溃疡采用 1 ：10 000 肾上腺素黏膜下

检查及治疗的风险和必要性充分理解。

注射、电凝及金属钛夹等多种方法联合应用 ；食管 - 胃底静

季和冬季发病率最高，约占 71.4%。因此，对高危人群要进

3.3

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病死率较高，尤其是肝硬化合并

本组患者消化性溃疡出血占 68.6%，在发病季节中以春

脉曲张破裂出血则分别采用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术、胃底曲张

行预防性的健康知识宣教和指导，加强出血高发季节时段的

静脉组织胶注射术的止血方法。

病情观察。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所有治疗均得到患者或家
属的知情同意。
2

结

2.1

果

并发症 ：全部患者急诊胃镜插管检查顺利，无一例发生

3.4

急性出血期绝大部分患者胃内有大量积血，诊治视野

不理想，影响观察，因此医护人员要配合紧密。如果积血较
多，镜下治疗初期不要积极使用凝血酶冻干粉液局部喷洒，
以免产生巨大凝血块反而更加影响了诊治视野。应该准备

窒息、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足够多的冰盐水和去甲肾上腺素混合液，反复冲洗抽吸，并

2.2

且帮助患者改变体位，以提高病变检出率。

胃镜诊治结果

2.2.1

发病原因 ：出血病变检出率为 100%，其中非静脉曲

3.5

内镜下止血治疗的指征为有近期出血迹象的病变，如

张出血 28 例（占 80.0%），包括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 1 例，

喷射状出血、渗血样活动性出血、有血管裸露、表面有血凝块

急性胃黏膜病变 2 例，胃溃疡 3 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8 例，

附着的病灶均需进行内镜下止血治疗。

胃十二指肠复合溃疡 2 例，杜氏溃疡 1 例，胃空肠吻合部溃
疡 1 例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7 例（占 20.0%）。35 例患者中，

3.6 对于处于活动期出血的患者一般采用联合止血，先用
1 ：10 000 肾上腺素黏膜下注射或电凝短暂止血，充分暴露

消化性溃疡 24 例（占 68.6%），居出血原因的第 1 位 ；其次为

病灶，保证手术视野后，再使用金属钛夹钳夹止血确保持续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7 例（占 20.0%），第 3 位是急性

性的止血效果。

胃黏膜病变 4 例（占 11.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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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镜前一定充分抽吸胃内气体和液体，以免术后患者

出现腹胀、恶心甚至呕吐而引起病情反复。
3.8

急诊胃镜下止血成功后还需要进行规范的内科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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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及精心的术后护理，也是避免再出血的关键。
3.9

对于出血凶猛、内镜下治疗勉强的患者，应及时采取外

科手术或介入等治疗手段，以免延误病情。适时、恰当的手
术及术后积极支持治疗能迅速挽回生命［12］。
总之，如果患者的病情允许，越早进行胃镜检查确诊率
越高［13］，可以为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必
要时行镜下止血治疗，可以迅速止血，降低病死率，减少住院
时间，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14］。急诊胃镜检查可作为急性
上消化道出血最直接和最可靠的诊治手段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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