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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技术在消化系统疾病诊断
与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李兆申

王天骄

【 摘要】

近年来，消化内镜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新

内镜技术作为消化系统疾病重要的诊断技术

在临床上应用已有近 ７０ 年的历史。 随着科学技术及相关学

理念、新技术、新器械层出不穷，对消化系统疾病诊

科的快速发展，消化内镜不仅作为诊断工具在临床普及应

断与治疗产生了巨大影响。 笔者围绕近年来消化内

用，在治疗技术上的发展也日新月异。 除了传统治疗技术逐

镜在消化系统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现状进行总结，

步完善外，不断有创新性的新技术相继问世，如消化道出血
的内镜治疗、消化道病变内镜切除及缝合、胆胰疾病的微创
诊断与治疗等，目前已成 为 消 化 系 疾 病 的 重 要 治 疗 手 段。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医工结合理念的
深入人心，内镜技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 关键词】

消化系统疾病；

内镜技术；

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一展望。
１

１．１

内镜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普通白光内镜
常规电子内镜下白光检查与活组织检查是目前

胶囊内镜；

临床筛查和诊断早期胃、食管、结直肠癌的重要方法。

人工智能

但消化道早癌在内镜下有时单纯表现为黏膜的色泽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Ｌｉ Ｚｈａｏｓｈｅｎ，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ａｖｙ Ｍｅｄｉ⁃
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Ｚｈａｏｓｈｅｎ，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ｓｌ＠ 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改变，某些病灶甚至跟周围正常的黏膜色泽完全相
同，普通内镜下不易区分，甚至漏诊。 Ｒｅｎ 等［１］ 的研

究结果显示：普通白光内镜检查对早期胃癌或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的漏诊率达 ２２ ２３％。 因此，结合其他内
镜检查技术提高消化道早癌诊断率显得尤为重要。
１．２

色素内镜
色素内镜又叫染色内镜，该项检查通过在局部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ｎｏｔ

应用染色剂，从而提高异常组织与正常组织的差异，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膜最常采用的染色剂有靛胭脂、亚甲蓝、冰醋酸等。

ｏｎｌｙ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ｓ ａｓ ａｎ

根据颜色变化对病变性质、位置等予以判定。 胃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

色素内镜检查可根据良恶性病变染色不同进行鉴别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ｔｕｒｅ ｏｆ

诊断；在白光内镜检查基础上对癌变区域判断更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ｌｉａｒｙ ａｎｄ

确，可提高胃癌的活组织检查阳性率；能观察到病变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凹凸改变。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区的大小、形状和排列方式；能显示黏膜表面的细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ｕｓ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ｎｅｗ

（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ＮＢＩ） 、 智能 电 子 分 光 比 色 技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ｔｉ⁃

电子染色内镜
具有代表性的电子染色内镜包括窄带成像技术

术和高清智能电子染色内镜等。 电子染色内镜检查
在内镜下可以不喷洒染色剂就能显示黏膜腺管形态
的改变，从而避免了染料分布不均匀而对病变的错
误判断，与色素内镜检查相比，电子染色内镜检查还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７５２．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２

可清晰观察黏膜浅表微血管形态，并且能在普通白

作者单位：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光内镜和电子染色内镜之间反复切换对比观察，操作

通信作者：李兆申，Ｅｍａｉｌ：ｚｈｓｌ＠ 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更为简便，同时不存在色素内镜染色剂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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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放大内镜
放大内镜是一种具有高像素和高分辨率特点的

２．１

电子内镜。 该检查可使肉眼直观所见到的黏膜组织

· ８８７·

胶囊内镜研究进展
小肠胶囊内镜领域
小肠曾是临床诊断的盲区，自小肠胶囊内镜问

被不同程度放大，目前最大可提高至 １７０ 倍，可达到

世后，其作为一种无创、无放射、可视性及耐受性好

与解剖显微镜相同的观察水平，有利于观察微细结

的全消化道检查手段，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使小肠疾

构变化，发现早癌以及对良、恶性病变进行较准确鉴

病的诊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小肠疾病的早

别，其高像素和高分辨率的特点，明显提高了对黏膜

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 小肠胶囊内镜检查对于不

微小结构、微小病变的观察与判断
１．５

［２］

。

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克罗恩病、小肠肿瘤、乳糜泻、遗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传性息肉病综合征、肠道寄生虫等疾病具有较高的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将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传

检出率 ［７－８］ 。 但目前胶囊内镜检查仍存在非连续性

统内镜相结合，可放大 １ ０００ 倍，实现对消化道黏膜

观察，且视角较小，无法观察整个肠腔等问题，因此

及黏膜下的细胞和亚细胞结构在内的实时观察，以

存在一定的漏诊率。

此实现光学活组织检查或者虚拟活组织检查的效

２．２

果，对于消化道早癌有比较高的诊断价值。
１．６

磁控胶囊胃镜
磁控胶囊内镜系统由磁控胶囊胃镜、胶囊内镜

人工智能在消化内镜诊断与治疗领域的应用

导航系统、实时监控系统和数据记录仪组成，主要用

近年来，借助于新型算法和大数据的支持，人工

于食管及胃等上消化道的检查。 我国自行研制的一

智能在图像和语音识别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

款机器臂式磁控胶囊胃镜检查系统，已成为目前唯

深度学习的出现，使得数据特征的提取摆脱了人工

一应用于临床的磁控胶囊胃镜。 与传统电子胃镜检

提取低效和不完全的局限性，其在消化内镜领域的

查相比，磁控胶囊胃镜检查对胃黏膜疾病诊断的灵

探索也取得了一定初步成果
１．６．１

［３］

。

上消化道内镜领域：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对

于提高我国早期胃癌和食管癌发现率低的现状具
有巨大的潜力和推广价值。 日本的研究人员利用

３２ ２０８ 张胃镜图像进行深度学习，最终获得了对幽

门螺杆菌性胃炎诊断超过 ８７％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诊断的准确性明显高于内镜医师 ［４］ 。

１．６．２

结肠镜领域：结肠镜下发现和摘除结直肠息

肉是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技术手段。 因
此，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围绕着结直肠息肉的智能
检出和性质鉴别开展了系列的探索。 香港中文大学
的研究人 员 通 过 结 合 深 度 学 习 与 迁 移 学 习， 并 在

１ １０６ 张正常黏膜内镜图像和 ８２６ 张息肉 ＮＢＩ 图像
进行训练和验证，实现人工智能对内镜医师识别准
确性的超越，其鉴别的灵敏度、特异度和精确度均超
过了 ８５％

１．６．３

［５］

。

胶囊内镜领域：由于一次胶囊内镜检查将产

生 ３ ～ ４ 万张肠道图片，在海量的检查图片中准确筛
选出病变图片，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因

敏度为 ８５％ ～ ９２％，特异度为 ６７％ ～ ９５％，与传统胃
镜检查结果一致性为 ８７％ ～ ９８％ ［９］ 。 磁控胶囊胃镜

检查对于胃黏膜局灶性病变的检出率近似于传统电
子胃镜检查，且相比于传统电子胃镜检查，具有无
创、无痛、无麻醉、无交叉感染等优势，人群接受度
高 ［１０］ 。 然而，磁控胶囊胃镜检查有时不能完整观察
食管和十二指肠，暂无法进行病理活组织检查，也不
具备内镜下治疗功能。
２．３

结肠专用胶囊内镜

目前第 ２ 代结肠 胶 囊 内 镜， 单 侧 摄 像 头 视 角

１７２°，双侧 ３６０°，可覆盖结直肠整个黏膜，全结肠检
查率可达 ９２％。 Ｓｐａｄａ 等 ［１１］ 的研究结果显示：结肠
胶囊内镜检查对直径 ＞ ６ ｍｍ 息肉诊断的灵敏度及

特异度为 ８４％及 ８９％，目前临床主要用于结肠癌患
者的筛查及溃疡性结肠炎的随访。 但尽管结肠胶囊
内镜检查诊断灵敏度较高，目前仍认为传统肠镜检
查是诊断的金标准。
３

此，目前人工智能在胶囊内镜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

内镜治疗技术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内镜诊断与治疗理念的革新和内

集中于胶囊内镜图像中病变的智能检出。 Ｘｉａｏ 和

镜器械的改进，消化内镜治疗技术不断发展，在消化

度学习在１０ ０００ 张胶囊内镜图像（２ ８５０ 张出血图像和

３．１

别的灵敏度和精确度均超过了 ９９％。

见的原因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消化性溃疡、肿瘤、

Ｍｅｎｇ 等

［６］

的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深

７ １５０ 张正常图像） 的训练和测试中，对出血病灶识

系统良性疾病诊断与治疗上取得了很多突破。
消化道出血的内镜治疗
消化道出血是消化道疾病临床常见的症状，常

·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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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肉、炎症及血管畸形等，随着消化内镜技术的不断

变的活组织检查钳除。 近年来，内镜切除术发展迅

进步，内镜止血治疗已被证明可以显著降低消化道

速，消化道良性病变的内镜诊断与治疗也受到重视。

出血患者的死亡率、再出血率、急诊手术率、输血量

近年来，大部分消化道息肉和（ 或） 腺瘤都已可

以及住院费用
３．１．１

［１２］

。

经消化内镜下切除，安全性高，并发症少。 目前在临

非静脉曲张性消化道出血：非静脉曲张性消

化道出血占所有消化道出血的 ８０％ ～ ９０％，是临床
工作中常见急症，内镜下止血因起效迅速、疗效可
靠、重复性好，目前已成为一线止血措施，主要包括
以下几种： （ １） 注射法： 内镜下常用的注射 药 物 包

括。 肾上腺素（１ ∶１０ ０００） 、生理盐水、无水乙醇、硬
化剂及组织胶等。 （ ２） 热凝固：主要是通过压迫出

床诊断与治疗过程中，对于直径 ＜ ０ ５ ｃｍ 的小息肉
和腺瘤，可在镜下用活组织检查钳钳除或电凝法灼
除；直径＜２ ０ ｃｍ 的有蒂息肉，一般可直接用高频电
圈套切除。 目前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欧美国家在高
危人群内镜筛查中执行的“ 发现后即切除” 的策略，
可降低消化道恶性肿瘤，尤其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和病死率 ［１６］ 。

血部位及凝固出血血管达到止血目的，适合于小动

对于部分消化道良性病变，如平坦型腺瘤、黏膜

脉显露性出血或毛细血管扩张出血，而对中等和大

下肿瘤、部分亚蒂及无蒂息肉，可应用内镜下黏膜切

动脉出血的疗效不太满意，且对组织有一定的损伤，
应注意避免造成即刻和迟发性穿孔。 （３） 机械止血：
包括金属夹和皮圈套扎术。 常规的内镜下止血措施
可以使 ８５％的患者得到有效的止血，随着止血设备的
不断革新，有望使再出血及病死率进一步下降
３．１．２

［１３］

。

除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Ｒ） 和内镜下

黏 膜 下 剥 离 术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Ｄ） 进行治疗。 前者指在病变部位进行黏膜下注
射，使病变与基层分离，再行圈套器完整或分片切除
病变；而后者主要目的是将病变及周边一定范围的

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

黏膜自肌层整块剥离，达到病灶整块组织切除的目

因引起的肝硬化并（ 或） 门静脉高压症所致的一种

常采用外科手术治疗术后消化道穿孔，但随着内镜

（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ｖａｒｉｃｅ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ＧＶＢ） 是 各 种 原
严重并发症。 随着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内镜治疗技
术的发展， 目前在临 床 上 已 广 为 应 用，通 常 ＥＧＶＢ

的内镜治疗包括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术、硬化剂注

的。 ＥＭＲ 和 ＥＳＤ 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为穿孔，过去
理念和相关手术器械的进步，若及早对穿孔行妥善
的内镜下闭合或缝合，基本可避免术后腹膜炎和二
次手术的发生。

。 此外，

由于胃黏膜下肿瘤常累及固有肌层、紧贴浆膜

经过药物 或 急 诊 内 镜 套 扎 或 硬 化 剂 治 疗 后， 仍 有

层的病变，由于其浸润较深且与周围组织紧密粘连，

制，而其他挽救治疗措施（ 如经颈内静脉肝内门体

穿孔几率。 内镜全层切除术是近年来在 ＥＳＤ 基础上

射术、组织胶注射术及其联合序贯治疗

［１４］

１５％ ～ ２０％患者反复出血或活动性出血不能有效控

分流术、外科手术） 无法进行或无时机进行时，氩离
子凝固术和内镜下自膨式覆膜食管金属支架具有

一定效果 ［１５］ 。 近年来由于 ＥＵＳ 技术的快速发展，

ＥＳＤ 技术在治疗过程中，不易完整切除，同时增加了

衍生出来的新技术，通过主动穿孔，达到全层切除病
灶目的，也能降低肿瘤切除过程中播散的可能［１７］ 。
隧道内镜技术，是指在消化道黏膜肌层与固有

高频超声小探头广泛应用，加深了对食管胃静脉曲

肌层之间建立一条“ 人工隧道” ，并通过此隧道对位

张病理生理学特性的认识。 在加强食管静脉曲张

于消化道黏膜层、固有肌肉层，消化道腔外（ 纵隔、

的早期诊断、提高硬化剂或组织粘合剂注入静脉的

胸腹腔等） 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 经口内镜及切开

精准度以及特殊类型静脉曲张的治疗中，具有显著

术用于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是隧道内镜技术的经典之

意义

［１４］

３．１．３

。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多次胃镜、肠镜检查

未能发现出血病变者多为小肠出血，小肠出血可占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 ７０％ 以上。 随着胶囊内镜
和小肠镜技术普及，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确诊率
明显提高，对于小肠良性疾病，小肠镜下止血效果
较好
３．２

［１５］

。

消化道病变内镜切除及缝合
消化道病变内镜切除术肇始于对息肉等较小病

作， 且 已 被 证 明 具 有 良 好 的 治 疗 效 果 并 广 泛 应
用 ［１８］ 。 受 ＰＯＥＭ 启发而开展的内镜黏膜下隧道切
除术可用于切除固有基层病变，通过在病变部位口
侧近端 ５ ｃｍ 处切开黏膜，在黏膜下进行剥离建立黏
膜下隧道，并逐步剥离达到病变远端 ２ ～ ３ ｃｍ，直视
下将病变完整切除后由隧道取出，最后关闭隧道入
口黏膜。 其优势在于极大程度保留了肿瘤表面的黏
膜，形成天然屏障，防止消化道漏的发生 ［１９］ 。
目前常用的内镜缝合技术采用钛夹联合尼龙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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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内镜下荷包缝合，或采用内镜缝合器械对创面
直接闭合。 常用的内镜缝合器械分为内镜金属夹和

参考文献
［１］

内镜专用缝合器，相关器械通过内镜钳道或捆绑于
内镜外侧进入人体内，需由内镜医师和助手分别操
作内镜和缝合器械 ［２０］ 。 内镜金属夹成本较低，但仅

［ ２］

夹闭组织黏膜层和部分黏膜下层，没有组织对和，导
及小穿孔的闭合；内镜专用缝合器则能实现组织的
险，而售价较为昂贵
３．３

［２１］

。

胆胰疾病的微创诊断与治疗

３．３．１

ＥＲＣＰ 检查：ＥＲＣＰ 检查自 １９６８ 年首先报道

以来，经过 ５０ 年的不断发展逐渐在胆总管结石、胆
道狭窄、胰腺假性囊肿等胆胰疾病的治疗中起到重
要作用，极大提高了治疗成功率。 以体外振波碎石

联合 ＥＲＣＰ 微创治疗也已经部分替代外科手术治疗
成为慢性胰腺炎一线治疗方案 ［２２］ 。 近来，能够进入

但一贯直接观察病变并进行介入操作的 Ｓｐｙ⁃Ｇｌａｓｓ
系统引起人们关注，Ｍａｙｄｅｏ 等 ［２３］ 对 ６４ 例患者进行

Ｓｐｙ⁃Ｇｌａｓｓ 下 ＥＲＣＰ ＋钬激光碎石治疗后发现，难治性
胆胰管结石碎石成功率为 １００％，并发症发生率仅

１３ ５％，证明 Ｓｐｙ⁃Ｇｌａｓｓ 治疗胆胰管结石安全、有效。
３．３．２

ＥＵＳ 检查：近来，以超声胃镜为基础的自然

腔道内镜手术为胆胰疾病诊断与治疗理念的转变提

供新的思路，包括感染性胰腺坏死引流清创术、胆胰
管引流术、胆囊引流取石术、胰腺假性囊肿引流、胃
肠吻合技术等。 其中 ＥＵＳ 引导下胰腺假性囊肿引
流术已成为假性囊肿引流的一线治疗手段，与外科
引流术相比其住院时间及费用明显降低 ［２４］ 。 双蘑
菇头金属支架的出现，也进一步解决了塑料支架移
位、堵塞的问题，不过金属支架的安全性与优势仍需
进一步观察。
４

［３］
［４］

以 ＥＲＣＰ 和 ＥＵＳ 检查为代表的内镜技术，近年

来在胆胰疾病微创治疗领域取得较多进展。

结语
近年来，消化内镜领域新理念、新技术、新器械

不断涌现，但对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研究仍然比较
匮乏，在临床实践中的适应证与禁忌证的范围也值
得进一步探讨。 而目前我国消化内镜诊断与治疗的
质量水平仍不容乐观，因此，进一步推动全国消化内
镜质控网络建设，全面提高消化内镜医师培训与诊
断与治疗质量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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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
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健康管理与体检专业委员会，中
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胶囊内镜协作组，等． 中国磁控胶囊胃
镜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２０１７，上海） ［ Ｊ］ ． 中国实 用内科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１０） ：８８５⁃８９４．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３８ ／ ｊ．ｎｋ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０６．
［１０］ 邹文斌，廖专，李兆申．磁控胶囊胃镜研发及临床应用进展［ Ｊ］ ．
中国实用内 科 杂 志， ２０１８， ３８ （ ４） ： ２６５⁃２７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５３８ ／ ｊ．
ｎｋ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１．
［１１］ Ｓｐａｄａ Ｃ， Ｈａｓｓａｎ Ｃ， Ｍｕｎｏｚ⁃Ｎａｖａｓ Ｍ， ｅｔ 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１１，７４ （ ３） ：５８１⁃５８９． ｅ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ｇｉｅ．２０１１．０３．１１２５．
［１２］ Ｊｉｒａｎｅｋ ＧＣ， Ｋｏｚａｒｅｋ ＲＡ． Ａ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ｅｐｔｉｃ ｕｌｃｅｒ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Ｊ］ ． Ｓｕｒｇ 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１９９６，７６（１） ：
８３⁃１０３．
［１３］ 肖勇，于红刚，陈明锴．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内
镜诊治策略［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８，３５（ ２） ：８４⁃８８．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２．

［１４］ Ｈｏｌｓｔｅｒ ＩＬ， Ｋｕｉｐｅｒｓ ＥＪ， ｖａｎ Ｂｕｕｒｅｎ ＨＲ，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ｆ⁃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ｅｎｔｓ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３，４５ （ ６） ：４８５⁃４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３２⁃
１３２６２２７．
［１５］ 汤美，王玫，徐馥，等．单气囊小肠镜在小肠病变中的治疗价值
［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７，３４（１２） ：９０２⁃９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３．
［ １６］ Ｚａｕｂｅｒ ＡＧ， Ｗｉｎａｗｅｒ ＳＪ， Ｏ′Ｂｒｉｅｎ ＭＪ，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ｏｌｙｅｃ⁃

· ８９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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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ｅａｔｈｓ ［ Ｊ ］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２， ３６６ （ ８ ） ： ６８７⁃６９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５６ ／ ＮＥＪＭｏａ
１１００３７０．
李冰，齐志鹏，周平红，等．内镜全层切除术治疗胃底部小及微小
胃肠间质瘤价值探讨［ Ｊ］．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３７（ １１）：
１２８１⁃１２８５．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３８ ／ ｊ．ｃｊｐｓ．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２２０８．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Ｉｎｏｕｅ Ｈ， Ｍｉｎａｍｉ Ｈ，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Ｙ，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ｏｒ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ｙｏｔｏｍｙ （ ＰＯＥＭ ）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ａｃｈａｌａｓｉａ ［ Ｊ ］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０，４２（４） ：２６５⁃２７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２９⁃１２４４０８０．
Ｋｈａｓｈａｂ ＭＡ， Ｓａｘｅｎａ Ｐ， Ｖａｌｅｓｈａｂａｄ ＡＫ，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 ［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１３，７７（ ４） ：６４６⁃
６４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ｉｅ．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１．
刘明．消化内镜诊疗相关性穿孔的内镜治疗现状［ Ｊ］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２００９，１７（ ３０） ：３１２３⁃３１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
３０７９．２００９．３０．００９．
葛书晨，宋成利，闫士举．内镜缝合器械的临床应用和技术评估
［ Ｊ］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１ （ ５） ：５１７４⁃５１７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２０２Ｘ．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７．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Ｓｕｒ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７，Ｎｏ．９

［２２］ 叶博，胡良嗥，廖专，等．２１８０ 例慢性胰腺炎临床特征及治疗模
式变迁分析［ 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３，３０（ １） ：１０⁃１４．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４．
［２３］ Ｍａｙｄｅｏ Ａ， Ｋｗｅｋ Ａ， Ｂｈａｎｄａｒｉ Ｓ， ｅｔ ａｌ． ＳｐｙＧｌａｓｓ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ｓｃｏｐ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ｃ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ａ ｄｅｅｐ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ｄｕｃｔ ｓｔｅｎｔ ［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１， ４３ Ｓｕｐｐｌ ２ ＵＣＴＮ： Ｅ１３７⁃１３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５ ／ ｓ⁃００３０⁃１２５６２０５．
［２４］ 曾彦博，杜奕奇，王东，等．新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技术下超声
内镜治疗胰腺假性囊肿的研究进展［ Ｊ］ ．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８，３５ （ ２ ） ： １４５⁃１４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８．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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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
基质金属蛋白酶
磁共振胰胆管成像
磁共振成像

ＭＴＴ
ＯＲ

ＰａＣＯ２
ＰａＯ２
ＰＢＳ

ＰＣＲ
ＰＥＴ
ＰＬＴ
ＰＴ

ＰＴＣ

ＰＴＣＤ
ＲＢＣ

ＲＦＡ
ＲＲ

ＲＴ⁃ＰＣＲ
ＴＡＣＥ
ＴＢｉｌ
ＴＣ

ＴＧ

ＴＧ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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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基偶氮唑蓝
优势比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动脉血氧分压
磷酸盐缓冲液
聚合酶链反应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
血小板
凝血酶原时间
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
经皮经肝胆管引流
红细胞
射频消融术
相对危险度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术
总胆红素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转化生长因子
肿瘤坏死因子
总蛋白
白细胞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