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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消化道异物内镜处理专家共识意见
（２０１５ 年，上海）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上消化道异物是指在上消化道内不能被消化

且未及时排出而滞留的各种物体，是临床常见急症

之一，占急诊内镜诊疗的 ４％［１⁃２］。 若处理不及时，
可能造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目前，国际

上处理上消化道异物的指南及共识意见主要有美

国胃肠内镜学会（ＡＳＧＥ）异物处理指南［３］、北美儿

科胃肠病学⁃肝病学⁃营养学会（ＮＡＳＰＧＨＡＮ）儿童异

物处理指南［４］、美国支气管⁃食管学会（ＡＢＥＡ）儿童

纽扣电池异物处理共识意见［５］、欧洲儿科胃肠病学⁃
肝病学⁃营养学会（ＥＳＰＧＨＡＮ）联合北美儿科胃肠病

学⁃肝病学⁃营养学会（ＮＡＳＰＧＨＡＮ）儿童磁铁异物处

理共识意见［６］、美国伦琴射线学会（ＡＲＲＳ）异物影

像学指南［７］。 国内尚缺乏针对上消化道异物内镜

处理的指南及共识意见。 为此，依据我国上消化道

异物内镜处理的现状，并参考国际最新相关指南，
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牵头，组织消化、内
镜、胸部外科、胃肠外科、耳鼻喉科、急诊科、儿科、
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本共识意见，主要涉

及因吞食而存在于上消化道内的异物。
一、发生率及危险因素

（一）发生率

依据最新的《美国毒物控制中心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全美新发异物１０３ ７３７例，占人体有害物的

３ ９９％［８］。 我国尚无确切的统计例数，国内学者近

５ 年发表的文献中共报道上消化道异物 ２４ ５２９ 例，
实际例数远多于此。

７０％～７５％的上消化道异物滞留于食管，以食

管入口处最多见［９］，其次为胃、十二指肠。 ８０％ ～
８５％的上消化道异物发生于儿童［１０］，以鱼刺、硬币、
电池、磁铁和玩具居多［１１⁃１２］，６ 月龄至 ６ 岁为高发年

龄段［１３⁃１５］。 成人上消化道异物因误吞所致者占

９５％，西方国家最常见于食物团块，我国以鱼刺、禽
类骨头、义齿等为主，其他异物由精神异常者、罪
犯、毒贩等特殊人群蓄意吞服所致［１６］。

（二）危险因素

１．上消化道异物滞留的危险因素：在西方国家，
３０％上消化道异物患者伴随基础疾病（如嗜酸性食

管炎、食管动力障碍、食管狭窄、食管裂孔疝、胃食

管反流病、贲门失弛缓症、上消化道憩室等），这些

病变增加了上消化道异物的发生风险［２，９］；９％的食

管异物患者诊断为嗜酸性食管炎，成人食管内食物

团块伴嗜酸性食管炎者占 ３３％，儿童患者中高达

５３％［１７⁃１９］。 胃轻瘫、胃肠道术后、肥厚性幽门狭窄、
肠道假性梗阻等与胃结石密切相关［２０⁃２１］。 在我国，
上消化道异物多由误吞引起，因基础疾病所致异物

滞留比例较低。
２．上消化道异物所致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异物

导致的出血、梗阻、穿孔等并发症常发生于消化道

狭窄和折返弯曲处，伴有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或消化

道手术史的异物患者常为并发症的高危人群［２２］。
食管异物所致并发症发生率最高，与滞留时间成正

相关，滞留≥２４ ｈ、７２ ｈ 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上升 ２
倍和 ７ 倍，内镜治疗成功率因此下降［２３⁃２９］。 不同异

物并发症发生情况与严重程度各异：腐蚀性异物易

使食管液化坏死，磁性异物可致消化道瘘管形成，
尖锐异物穿孔发生率达 １５％～３５％［３０］。

二、诊断

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可诊断上消化

道异物，诊断流程如图 １ 所示。
（一）病史及临床表现

异物吞食史是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 高龄儿

童和非精神异常者可主诉明确的异物吞食史，应详

细询问病史以了解异物大小、形状、种类与吞食时

间；低龄患儿与精神异常者无法自诉病史，另有少

部分患者异物吞食史不明确，常需根据临床表现推

—９１—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３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３，Ｎｏ．１

Q2xvdWRWZXJzaW9uLQo?



注：临床实践中，影像学检查并非必需，可根据病情酌情选择；额
镜、喉镜、胃镜下发现异物者应尝试进行处理

图 １　 上消化道异物诊断流程

测上消化道异物可能。
胃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患者多无明显临床表

现，口咽部、食管内异物患者症状较明显，常表现为

异物阻塞感、恶心、呕吐、疼痛、吞咽困难等。 不能

主诉病史的儿童，若表现为拒食、流涎与易激惹等，
应考虑异物可能［４，３１］。 异物造成食管周围软组织肿

胀并压迫气管者，可表现为咳嗽、气促等呼吸系统

症状，此时仍需警惕消化道异物可能［３２］。
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提示存在相应并发症［３，３３］：

发热提示感染；血性唾液、呕血预示有黏膜损伤；吞
咽唾液困难、流涎者常伴随食管完全梗阻；出现胃

型、胃蠕动波应考虑幽门梗阻；颈部肿胀、红斑、压
痛高度怀疑食管穿孔；腹膜刺激征（腹部压痛、反跳

痛、肌紧张）与胃肠穿孔密切相关；致命性大出血警

惕食管⁃主动脉瘘。
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可初步判断异物所在部

位和病情严重程度，对辅助检查具有指导意义。
（二）辅助检查

１．额镜、喉镜：病史及临床表现提示异物位于口

咽部、食管入口上方者，先行额镜、喉镜检查，发现

异物后应尝试取出。

２．影像学检查：上消化道异物的临床表现与病

变部位并非完全一致，额镜、喉镜检查结果阴性者

尚无法排除诊断，仍需行影像学检查；病史及临床

表现提示异物位于食管入口以下部位者，应首先行

影像学检查。
（１）Ｘ 线平片：通过正位和侧位 Ｘ 线平片，可以

确定异物部位、大小、形状、数量，发现潜在的梗阻

和穿孔等并发症。 但是，仅 ６０％ ～ ９０％的上消化道

异物在平片下可见，食物团块、木屑、塑料、玻璃、细
金属异物等往往表现为阴性结果，此时须进一步检

查以明确诊断［３，３２⁃３５］。
虽然 Ｘ 线平片检查前吞服棉花、钡剂，可以提

高异物检出率，但因棉花、钡剂包裹异物，影响内镜

操作视野，延迟内镜治疗时机，甚至有误吸风险，故
不建议用于诊断上消化道异物［２⁃３，２５］。 必要时可口

服非离子型造影剂。
（２） ＣＴ 扫描：ＣＴ 扫描诊断异物的敏感度为

７０％～１００％［３６⁃３８］，特异度为 ７０％～９４％［３９⁃４１］，可以发

现部分 Ｘ 线平片未能显示的异物［１６］，并判断是否存

在相关并发症，应作为诊断上消化道异物的重要影

像学手段［４２⁃４３］。 可疑伴发腹膜炎、脓肿、瘘等，增强

ＣＴ 的诊断价值更高［７］。
虽然影像学检查是诊断上消化道异物的重要

辅助手段，但其存在一定的漏诊率，结果阴性者尚

无法排除诊断。 临床实践中，影像学检查并非必

需，可根据具体病情酌情选择。
３．胃镜：拟诊上消化道异物而额镜、喉镜或影像

学检查结果阴性的患者，需进一步行胃镜以明确诊

断，发现潜在基础疾病，并给予相应的治疗。 硬质

食管镜须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下操作，且无法确

诊胃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故不用于诊断。
（三）实验室检查

可疑存在并发症的上消化道异物患者，必要时行

实验室检查以评估病情，如血常规可提示是否合并出

血、感染等［３３］。 因异物而禁食多日的患者，检查肝肾

功能可反映机体基本状况，评估内镜操作风险。
上消化道异物所致危害的大小和严重程度与

多种因素相关，一经确诊，应结合病史、临床表现、
异物自身性质及所在部位评估其危险性，根据危险

性高低，分为高危异物与普通异物。 临近重要器官

与大血管的异物、易损伤黏膜或血管而导致穿孔等

并发症的尖锐异物、腐蚀性异物、磁性异物等属于

高危异物，应引起足够重视，酌情拟定最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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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三、内镜处理

（一）内镜处理原则

上消化道异物处理方式主要包括自然排出、内
镜处理和外科手术。 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８０％ ～
９０％）消化道异物让其自然排出，１０％ ～ ２０％须内镜

处理，约 １％的患者借助外科手术，但蓄意吞服异物

者内镜处理比例高达 ６３％ ～７６％［４４⁃４６］。 我国上消化

道异物种类与西方国家不同，内镜处理比例较

高［４７］。 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内镜处理具有创伤

小、并发症少、恢复快、费用低等优点，兼具诊断和

治疗的双重价值。 原则上，耐受内镜操作且无并发

症的普通上消化道异物均适合内镜处理：口咽部、
食管入口上方的异物，应首先用喉镜试取，失败者

再行胃镜或硬质食管镜；食管中上段异物可在胃镜

或硬质食管镜下处理；虽然某些胃内或十二指肠内

异物可等待其自然排出，但存在排出失败、长期滞

留于体内而造成并发症的风险，临床实践中，可酌

情安排内镜干预，尝试取出。
（二）内镜处理适应证及禁忌证［４８］

１．适应证：
（１）绝对适应证：耐受并配合内镜操作、预计难

以自然排出且无并发症的普通异物患者。
（２）相对适应证：① 胃内容物未完全排空的急

诊内镜患者，应气管内插管，防止误吸；② 不配合内

镜操作者，应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下操作；③ 无

并发症的高危异物患者，宜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

下操作。
２．禁忌证：
（１）绝对禁忌证：① 合并有心、脑、肺等重要器

官疾病，不能耐受内镜诊疗者；② 异物导致大量出

血者；③ 异物导致严重全身感染者；④ 异物为毒品

袋者。 符合内镜处理绝对禁忌证的患者，由外科医

生评估病情后拟定手术治疗方案。
（２）相对禁忌证：① 异物导致瘘管形成者；②

异物导致局部脓肿、积气者；③ 异物导致可疑或明

确穿孔者；④ 异物临近重要器官与大血管，内镜下

取出后可能导致器官损伤、大量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者。 符合内镜处理相对禁忌证的患者，经各相关科

室医生会诊后拟定多学科协作治疗方案（如图 ２ 所

示）：不宜内镜干预的患者应通过外科手术处理；如
需内镜干预，应以外科处理为主，按照外科手术标

准做术前准备，在外科医生的协助下，内镜医生于

手术室试取异物，内镜处理失败者转为外科手术。

注：如需内镜干预，应以外科处理为主，按外科手术标准做术前准

备，在外科医生的协助下，内镜医生于手术室试取异物，处理失败

者转外科手术

图 ２　 上消化道异物多学科协作治疗流程

（三）内镜处理时机

内镜处理时机取决于临床表现、异物种类、部
位、滞留时间等，主要包括急诊内镜和择期内镜［４９］。
原则上，高危异物以急诊内镜处理为主，普通异物

常于择期内镜下处理。
１．急诊内镜：存在以下情况的上消化道异物患

者，须行急诊内镜［３，３３，４９］：（１）易损伤黏膜、血管而导

致穿孔等并发症的尖锐异物；（２）腐蚀性异物；（３）
多个磁性异物或磁性异物合并金属；（４）食管内异

物滞留≥２４ ｈ；（５）食管内异物出现气促、呼吸窘迫

等气管严重受压合并梗阻表现；（６）食管内异物出

现吞咽唾液困难、流涎等食管完全梗阻表现；（７）胃
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出现胃肠道梗阻、损伤表现。

２．择期内镜：存在以下情况的上消化道异物患

者，应在 ２４ ｈ 内尽早安排内镜诊疗［３，３３，４９］：（１）直径

≥２ ５ ｃｍ 的异物；（２）长度≥６ ｃｍ 的异物；（３）单个

磁性异物；（４）自然排出失败的异物；（５）未达到急

诊内镜指征的食管异物；（６）出现临床表现但未达

到急诊内镜指征的胃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
（四）术前准备

１．患者准备：
（１）禁食、水：择期内镜患者须禁食至少 ６ ～ ８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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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排空胃内容物，禁水至少 ２ ｈ；急诊内镜患者可酌

情放宽禁食、水时间。
（２）镇静、麻醉：成人患者可行普通胃镜诊疗，

有时因异物处理时间较长、操作相对复杂造成患者

不适，导致消化道蠕动增加，可能造成异物移位，增
加治疗难度，宜在深度镇静或麻醉下处理；儿童、精
神异常、不配合内镜操作、行硬质食管镜或术前、术
中内镜的患者应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下操作；难
以耐受普通胃镜、异物数量多或预计内镜处理难度

较大者，必要时也可考虑全身麻醉［３，９⁃１０］。
２．器械准备：
（１）内镜：① 喉镜：口咽部、食管入口上方的异

物，可尝试在喉镜下处理。 ② 胃镜和硬质食管镜：
胃镜的使用最为广泛，可以发现消化道潜在病变，
明确异物所致并发症，治疗成功率≥９５％，仅 ０ ～ ５％
出现术后并发症［３３，５０］。 硬质食管镜可以保护食管

黏膜，方便钳取器械反复进出食管，并能扩张、支撑

食管，获得较大的视野和操作空间［５１］。 国内外学者

研究表明，胃镜与硬质食管镜的治疗成功率相当，
联合两种内镜可 １００％取出异物，但使用硬质食管

镜的患者舒适度较低且术后更易出现并发症［５１⁃５３］。
处于环咽部、下咽部、食管上括约肌平面的异物，可
尝试胃镜或硬质食管镜处理，若需扩张、支撑食管，
或需钳取器械多次进出食管，建议使用硬质食管

镜；其余部位的食管中上段异物宜使用胃镜处理，
操作失败者，再试行硬质食管镜［３，１６，５３⁃５４］。 ③ 鼻胃

镜、小肠镜：低龄患儿或普通内镜难以通过消化道

者，可尝试更为纤细的鼻胃镜［９］。 十二指肠内异物

可酌情使用小肠镜处理。
（２）钳取器械：常规钳取器械包括活检钳、异物

钳（鼠齿钳、鳄嘴钳等）、圈套器、取石网篮、取石网

兜等（如图 ３ 所示）。 国内外多个内镜中心的数据

显示， 鼠齿钳的使用最为广泛， 占所有器械的

２４ ０％ ～ ４６ ６％，圈套器占 ４ ０％ ～ ２３ ６％［１７，４７，５２］。
器械的选择取决于异物大小、形状、种类等［５５］。 圈

套器和取石网篮常用于取出较长异物，取石网兜适

用于较小的圆球形异物，而扁平异物（如硬币、纽扣

等）首选异物钳［５５］。 某些取出难度较大的异物，可
尝试双通道内镜下联合使用多个钳取器械处理［５６］。
另外，某些异物可酌情采用特殊器械取出：若食管

内异物难以钳取，可将扩张气囊越过异物远端，充
气扩张后拖出；有孔异物（如纽扣、戒指、钥匙等）可
用活检钳将丝线穿引入孔后通过牵拉丝线取出；金

属性异物、磁性异物等可尝试在磁性异物钳吸引下

取出。
（３）保护器材：常用保护器材有外套管、保护

罩、透明帽等，如图 ４ 所示。 ① 外套管：外套管在保

护食管和食管⁃胃交界处黏膜的同时，便于内镜下试

取长异物、尖锐异物、多件异物和清理食物团块，增
加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５７］。 但儿童患者食管相

对狭小，不宜使用外套管，可用保护罩或透明帽代

替。 ② 保护罩：将保护罩倒置于内镜前端，钳取异

物后，退镜时保护罩顺势翻转并包裹异物，避免异

物与消化道黏膜接触，起到保护作用［５６］。 保护罩配

合适当的钳取器械，便于安全取出尖锐、较长和较

大异物［５８］。 ③ 透明帽：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将透明

帽置于内镜前端能获得更加清晰的视野，减少操作

时间，降低操作风险［５９］。 通过负压吸引作用，透明

帽有助于吸取食物团块，方便后续处理［６０］。
（五）常见上消化道异物内镜处理方式

上消化道异物主要包括短、钝异物，长异物，尖
锐异物，金属性异物，腐蚀性异物，磁性异物，食管

内食物团块，毒品袋等，其内镜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详见表 １。

１．短、钝异物：绝大多数短、钝异物可通过异物

钳、圈套器、取石网篮、取石网兜等取出。 若食管内

异物不易直接取出，可推入胃内调整方位后再试行

取出。 胃内直径≥２ ５ ｃｍ 的短、钝异物较难通过幽

门，应尽早内镜干预；直径较小的胃内或十二指肠

内异物若无胃肠道损伤表现，可等待其自然排出，
若停留 ３ ～ ４ 周以上仍无法排出者， 须内镜下

取出［３］。
２．长异物：长度≥６ ｃｍ 的异物（如笔、牙刷、餐

具等）不易自然排出，常用圈套器或取石网篮钳

取［４５，５６］。 对于胃内较长异物，可将外套管置于食

管⁃胃交界处，钳取异物后平稳退入外套管内，以免

损伤黏膜［３］。
３．尖锐异物：鱼刺、禽类骨头、义齿、枣核、牙签、

回形针、刀片等尖锐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于易损伤

黏膜、血管而导致穿孔等并发症的尖锐异物，应急

诊内镜处理［４］。 内镜下取出尖锐异物时易划伤消

化道黏膜，推荐使用保护器材以降低黏膜损伤风险。
（１）义齿：进食、咳嗽、说话时，患者不慎脱落义

齿，而后随吞咽动作进入上消化道，两端附有金属

卡环的尖锐义齿易嵌顿于消化道管壁，取出难度较

大，常规内镜处理失败者，可在双通道内镜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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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上消化道异物内镜处理常用钳取器械　 ３Ａ：活检钳；３Ｂ：鼠齿钳；３Ｃ：鳄嘴钳；３Ｄ：圈套器；３Ｅ：取石网篮；３Ｆ：取石网兜　 　 图 ４　 上消

化道异物内镜处理常用保护器材　 ４Ａ：外套管；４Ｂ：保护罩；４Ｃ：透明帽

使用多个钳取器械尝试取出。
（２）枣核：误吞枣核常发生于中老年患者。 嵌

顿于食管的枣核两端尖锐，较短时间内即可导致黏

膜损伤、出血、局部化脓性感染等并发症，应急诊内

镜处理。 胃内或十二指肠内枣核若无胃肠道损伤

表现，绝大多数可在 ４８ ｈ 内排出体外，无法自然排

出者应尽早取出。
４．金属性异物：除常规钳取器械外，金属性异物

可尝试在磁性异物钳吸引下取出。 危险性较大或

取出难度较高的金属性异物，可在 Ｘ 射线透视下行

内镜处理。 硬币是儿童中最常见的金属性异物，虽
然食管内硬币大多数能自然排出，但建议择期内镜

处理，不易取出者可推入胃内；胃内硬币若无症状，
可等待其自然排出，停留 ３ ～ ４ 周以上未排出者，须
内镜下处理［４，６１］。

５．腐蚀性异物：腐蚀性异物易造成消化道损伤

甚至坏死，确诊后应急诊内镜处理。 纽扣电池是最

常见的腐蚀性异物，常发生于 ５ 岁以下儿童，其损伤

食管后可能造成食管狭窄，须在数周内复查内镜，
若狭窄形成，应尽早扩张食管［５，６２］。

６．磁性异物：当多个磁性异物或磁性异物合并

金属存在于上消化道内，各物体之间相互吸引，压
迫消化道管壁，容易造成缺血坏死、瘘管形成、穿
孔、梗阻、腹膜炎等严重的胃肠道损伤，须急诊内镜

处理［６，６３］。 单个磁性异物也应尽早取出［６４］。 除常

规钳取器械外，磁性异物可尝试在磁性异物钳吸引

下取出。
７．食管内食物团块：食管内食物团块可在内镜

下取出或推入胃内待其消化后自然排出［６５⁃６６］。 不

易完整取出的食物团块，可用异物钳、圈套器等捣

碎后再行处理。 除使用钳取器械外，部分异物可尝

试外套管或透明帽负压吸引下取出［６０］。 潜在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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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常见上消化道异物内镜处理方式

种类 适应证 时机 常用器械 备注

短、钝异物

食管内
胃内直径≥２ ５ ｃｍ
胃或十二指肠内停留
３～４ 周以上

择期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篮、取石
网兜

食管内不易直接取出的异物，可推入胃内后
再试行取出；直径较小的胃内或十二指肠内
异物若无胃肠道损伤表现，可等待其自然
排出

长异物 长度≥６ ｃｍ 择期内镜
圈套器、 取石网篮、 外套管、 保
护罩

尖锐异物
易损伤黏膜、血管而
导致穿孔等并发症的
尖锐异物

急诊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兜、外套
管、保护罩

义齿
两端附有金属卡环的
尖锐义齿

急诊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外套管、保护罩
两端附有金属卡环的尖锐义齿在常规内镜
下处理失败者，可在双通道内镜下联合使用
多个钳取器械尝试取出

枣核 食管内
胃或十二指肠内停留
≥４８ ｈ

急诊内镜
择期内镜

异物钳、 取石网兜、 外套管、 保
护罩

胃内或十二指肠内枣核若无胃肠道损伤表
现，可等待其自然排出

金属性异物
高危
普通

急诊内镜
择期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兜、磁性
异物钳

危险性较大或取出难度较高的金属性异物，
可在 Ｘ 射线透视下行内镜处理

硬币
食管内
胃内停留 ３～４ 周以上

择期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兜
食管内不易取出的硬币，可推入胃内；胃内
硬币若无症状，可等待其自然排出

腐蚀性异物 任何部位 急诊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篮、取石
网兜、外套管、保护罩

纽扣电池 任何部位 急诊内镜 取石网篮、取石网兜、外套管
纽扣电池损伤食管后须在数周内复查内镜，
若狭窄形成，应尽早扩张食管

磁性异物
多个或合并金属异物
单个

急诊内镜
择期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篮、取石
网兜、磁性异物钳

食管内
食物团块

食管内 择期内镜
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兜、外套
管或透明帽下负压吸引

可推入胃内待其消化后自然排出；内镜操作
时应评估食管狭窄情况并在异物滞留部位
的近端、远端钳取部分组织行病理学检查

胃结石
不能溶解、不能自然
排出的胃结石

择期内镜
异物钳、 圈套器、 取石网篮、 碎
石器

体积小、质地松软的胃结石可用药物溶解后
等待其自然排出

毒品袋 内镜处理禁忌证 － － 可等待其自然排出；无法自然排出或怀疑毒
品袋破裂的患者须外科手术

　 　 注：１．口咽部、食管入口上方的异物，应首先用喉镜试取，失败者再行胃镜或硬质食管镜。 ２．急诊内镜还适用于：（１）食管内异物滞留≥
２４ ｈ；（２）食管内异物出现气促、呼吸窘迫等气管严重受压合并梗阻表现；（３）食管内异物出现吞咽唾液困难、流涎等食管完全梗阻表现；（４）胃
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出现胃肠道梗阻、损伤表现。 ３．自然排出失败的异物、未达到急诊内镜指征的食管异物、出现临床表现但未达到急诊内镜

指征的胃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均应行择期内镜，择期内镜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２４ ｈ。 ４．临床实践中，等待自然排出的胃内或十二指肠内异物，
可酌情安排内镜干预，尝试取出。

病变（如嗜酸性食管炎、食管动力障碍、食管狭窄

等）是发生此类疾病的高危因素，以嗜酸性食管炎

最为常见［１８⁃１９］。 内镜操作时应评估食管狭窄情况

并在异物滞留部位的近端、远端钳取部分组织行病

理学检查。 活检确诊嗜酸性食管炎者，不论是否存

在食管狭窄，质子泵抑制剂和（或）抗嗜酸性食管炎

治疗 ４～８ 周后再行内镜检查；食管狭窄而活检结果

阴性者，可行食管扩张以降低复发风险；检查均无

异常者，建议定期随访［４］。
８．胃结石：植物性胃结石、毛发性胃结石、胃乳

石分别由植物、毛发、奶粉在胃内聚集、沉淀后形

成。 体积小、质地松软的胃结石可用药物溶解后等

待其自然排出。 保守治疗失败者，首选内镜下取

石。 因体积较大而难以在内镜下直接取出的胃结

石，使用异物钳、圈套器、取石网篮等捣碎后再试行

取出［５１，６７］；质地较硬而无法捣碎者，可考虑经内镜

切割碎石、激光碎石或高频电碎石治疗［６８⁃６９］。
９．毒品袋：毒品袋破裂后会造成致命危险，为内

镜处理禁忌证。 无法自然排出或怀疑毒品袋破裂

的患者，应积极行外科手术。
（六）术后处理

１．一般处理：术后密切观测病情，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酌情限制饮食、使用黏膜保护剂。 必要时复

查 Ｘ 线平片、ＣＴ、血常规、内镜等以明确疗效。 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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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瘘管形成，局部脓肿、积气或穿孔者，取出后应

保持引流通畅，多可自行愈合。
２．内镜治疗常见并发症及处理：内镜处理上消

化道异物尽管属于微创治疗，但受设备器械、技术

方法、具体病变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仍存在一定的

并发症发生率，主要包括黏膜损伤、出血、感染、穿
孔、误吸等。 食管上段异物、异物滞留≥４８ ｈ、内镜

治疗前黏膜已损伤者更易出现内镜治疗的并

发症［７０⁃７１］。
（１）黏膜损伤、出血：内镜操作导致黏膜损伤、

出血者，禁食并给予抑酸剂与黏膜保护剂。 术中少

量渗血，内镜喷洒冰生理盐水去甲肾上腺素液即

可；出血较多则酌情选用电凝止血或止血夹闭合止

血［７２］。 若内镜下止血效果欠佳，除内科补液、输血

等处理外，须外科手术干预。
（２）感染：胃肠道细菌通过黏膜损伤处进入体

内，可引起局部或全身感染，除禁食、抑酸、补液外，
应给予患者足量抗生素治疗。 局部脓肿应充分引

流，保守治疗失败者，须外科手术处理。
（３）穿孔：穿孔常伴随脓液产生，原则上应保持

引流通畅：已存在外引流者可酌情闭合创面；无外

引流者不宜过早闭合创面，禁食、补液、充分引流后

多可自行闭合［７３］。 若病情未改善，须外科手术

治疗。
（４）误吸：胃内容物未完全排空的患者在急诊

内镜操作过程中有误吸风险。 一旦发生，立即退出

内镜并沿途吸引，使患者处于头低足高位，扣拍背

部，及时清理口腔内痰液与呕吐物，必要时行气管

内吸引、气管切开等抢救措施。
四、预防

儿童、精神异常者的监护人应提高防范意识，
远离异物；对蓄意吞服异物者应加强宣教；存在基

础疾病的患者，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并积极治疗

病变。
预防植物性胃结石的关键在于禁忌空腹进食

大量柿子、山楂、黑枣等。 注意饮食卫生，避免误吞

动物毛发而致毛发性胃结石［７４］。 新生儿避免服用

浓度过高的奶粉可有效预防胃乳石的形成。
五、随访

对于等待自然排出的异物，应定期行影像学检

查监测异物进程，淘洗粪便明确是否排出［７］。 存在

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定期随访以了解疾病进展与治

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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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０６ ０４ ０２８．

［６８］ 　 毛永平，黄英才，卢忠生．经胃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胃石 １０８
例［Ｊ］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１９９８，１５（６）：３４９．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１９９８ ０６ ００９．

［６９］ 　 吴以龙．胃石切割碎石器治疗胃内巨大柿石症 １８ 例［ Ｊ］ ．中华

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１１，２８ （ ６）：３４４⁃３４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１ ０６ ０１８．

［７０］ 　 Ｌａｉ ＡＴ， Ｃｈｏｗ ＴＬ， Ｌｅｅ ＤＴ，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Ｊ］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３，９０（１２）：１５３１⁃１５３５．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 ／ ｂｊｓ．４３５６．

［７１］ 　 Ｐａｒｋ ＹＫ， Ｋｉｍ ＫＯ， Ｙａｎｇ ＪＨ，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 ｒｅｍｏｖａｌ

［ Ｊ ］ ． Ｓａｕｄｉ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３， １９ （ ５ ）： ２３０⁃２３４． ＤＯＩ：
１０ ４１０３ ／ １３１９⁃３７６７ １１８１３６．

［７２］ 　 赵九龙，李兆申．外置内镜夹在消化道穿孔、瘘（漏）及出血内

镜治疗中的应用［ Ｊ］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５）：４２２⁃
４２４．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６３１Ｘ．２０１５ ０５ ０３３．

［７３］ 　 邹文斌，胡良皞，李兆申．消化内镜所致急性穿孔并发症的处

理［ Ｊ］ ．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１３， ３０ （ ７）： ４１５⁃４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１３ ０７ ０２３．

［７４］ 　 郭世斌，仲小伟，冷晶．胃石的病因及内镜下治疗［ Ｊ］ ．中华消

化内镜杂志，２００４，２１（６）：４１１⁃４１２．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２３２ ２００４ ０６ 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本文编辑：唐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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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异物网篮快速捕获胃内滞留胶囊内镜一例（含视频）

张发明　 龙楚彦　 游思洪

　 　 患者男，２１ 岁，“腹泻伴消瘦半年”。 因需排外小肠病变

行胶囊内镜检查，但是胶囊内镜 （ Ｇｉｖｅｎ ＳＢ２， １１ ４ ｍｍ ×
２６ ３ ｍｍ，以色列）在检查过程中滞留于胃内，遂内镜下用一

种新型一次性异物网篮（型号 ＤＴ⁃ＲＢ⁃３０ ／ １８００，宽度 ３０ ｍｍ，
外管直径 ２ ６ ｍｍ，有效长度１ ８００ ｍｍ，常州德天医疗）捕获

胃内胶囊内镜并移送至十二指肠。 本文及所含视频报道了

内镜下使用一种新型异物网篮通过“捕蝴蝶”样的方法快速

捕获胃内胶囊内镜并移送到十二指肠的操作过程，一并在视

频中解析了操作中暴露视野的意义，还讨论了操作中无需过

多考虑胶囊内镜光源方向和异物轴向等困惑的细节。
讨论　 胶囊内镜不能及时从胃内进入十二指肠时，临床

上需要在胃镜下用器械将其推送至十二指肠［１］ 。 胃镜常用

捕获异物的器械有鼠齿钳、爪形异物钳、圈套器等，但是这些

器材对于捕获和移送表面光滑的异物（如胶囊内镜）则非常

困难。 用传统取石网篮、圈套器捕获此类异物时，容易因为

固定局限，控制不稳，导致异物脱落，耗时费力，并可能出现

不良事件，因此有医生自制工具辅助推送胶囊内镜［２］ 。 本

文所述的新型一次性异物网篮，可释放出设定直径（如直径

３０ ｍｍ、４０ ｍｍ 规格）的网篮，医生决定选择网篮规格的依

据，是网篮的直径明显超过异物的直径。 捕获异物时，常用

类似于儿童使用网兜“捕蝴蝶”的方法。 当医生用网篮覆盖

异物后，助手协助开始缓慢收紧网篮，直至将异物包裹在内。
内镜移送到达十二指肠后，助手即可释放网篮中的胶囊内

镜，完成操作。 由于该异物网篮布控面积大，捕获胶囊内镜

时，不必考虑光源是否背向内镜并干扰操作，也不必要求胃

镜与胶囊内镜的轴向高度一致。 该新型异物网篮还适合用

于其他类型异物以及内镜下切除的瘤体标本的快速捕获。
需要建议的是，用网篮控制住异物以后，在移送或取出异物

过程中，注意避免将异物过于靠近镜头而影响精准操作。
总之，内镜下捕获和移送消化道异物是一种重要的临床

操作技术。 本文所报道的新型一次性异物网篮可以快速捕

获并移送表面光滑、不易控持的消化道异物，配合适当的操

作技巧，可缩短操作时间，提高效率。
（本文视频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ｈｎｊ．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８６１９２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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