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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带教消化系统体格检查的探讨
要要
要野缘原源原猿原圆原员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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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全面系统的体格检查是消化内科重要的诊疗手段袁但在临床带教中发现很多的医学生

缺乏这种基本能力遥文章通过讲解病例的方式归纳总结了消化科查体的各个主要方面袁真实生动地
再现了作为医生野眼到要手到要耳到冶的重要性袁帮助医学生更好地掌握并在临床中应用消化科体
格检查遥
关键词院消化系统曰体格检查曰方法曰病例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院 郧远源圆援源源

文献标识码院 粤

从消化科临床带教工作中发现袁很多学生在体
格检查方面没有规范的思维袁往往查体不够全面以致
不能及时准确地诊断疾病及判断病情袁究其原因主要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圆原员缘愿原园园猿

乏力袁生命体征不稳定袁血压 愿苑 辕 缘源 皂皂匀早袁心率 员员园
次 辕 分袁既往 员 年前有排黑便病史袁于当地医院行胃
镜肠镜检查均未明确病因袁 经药物治疗活动性出血

是对体格检查的重要性不够了解袁认为凡事都可以通

停止后出院袁 此次入院后通过查体发现患者左上腹

过化验或影像学检查来判定袁因而养成了忽视体格检

较右上腹略膨隆袁无搏动袁患者因活动性大出血袁急

查的习惯曰或者因为学习和记 忆不够系统袁一旦面

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渊阅杂粤冤检查提示十二指肠近空

对患者就紧张忙乱而忘记了应查体的内容 咱员鄄猿暂遥 本

肠曲似有占位样病变袁 剖腹探查后明确在十二指肠

查的各个主要方面袁 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作为医生

除后病理诊断为小肠间质瘤遥可见袁腹部的外形即可

文通过讲解病例的方式归纳总结了消化科体格检
野手到要眼到要耳到冶的重要性曰通过总结野视尧触尧

近空肠段有类圆形肿物袁 大小约 缘援园 糟皂伊远援园 糟皂袁切
以给我们以提示遥

叩尧听尧肛冶渊缘原源原猿原圆原员冤的查体内容袁帮助医学生更

渊二冤腹部的呼吸运动

好地掌握并在临床中应用消化科体格检查遥

正常男性以腹式呼吸为主袁 而女性以胸式呼吸

一尧视诊要要
要至少要看到 缘 个方面
渊一冤腹部的外形

为主袁 腹式呼吸减弱或消失常提示胃肠穿孔腹膜炎
或膈肌麻痹等遥曾有一青年男性袁因野腹痛 圆 小时冶入
急诊袁视诊腹部见僵硬的板状腹且腹式呼吸受限袁经

腹部外形分为腹部平坦尧凹陷和膨隆遥 平坦是正

查腹部立位平片有膈下游离气体袁 结合既往十二指

常的外观袁凹陷有舟状腹为恶病质的情况袁如果是膨

肠溃疡病史以及入院前大量饮酒病史考虑消化性溃

隆袁要分清是全腹部膨隆还是局部的膨隆袁如果是全

疡并穿孔袁后经急诊手术治疗后证实遥 可见袁腹部呼

腹膨隆袁可为气腹尧腹腔积液或腹内巨大包块袁如果是

吸运动的观察很重要遥

局部膨隆袁需要注意肿大的脏器尧肿瘤包块等遥 曾有一
名 缘圆 岁的女性患者袁因野黑便 员 天冶入院袁排柏油样大
便 猿 次袁量共约 员 园园园 皂造袁恶心呕吐出少量黄色胃内

容物袁无呕吐宿食及呕血袁伴头晕尧心悸尧出汗尧口渴尧

渊三冤腹壁静脉
腹壁有无腹壁静脉曲张袁 可以提示有无门静脉
高压以及腔静脉回流受阻情况袁 发现静脉曲张需要
检查血流的方向予以初步判断静脉回流情况遥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野十二五冶教育研究课题项目渊消化内科实习医学生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猿原园缘
作者简介院张巍巍渊员怨苑怨原 冤袁女袁辽宁抚顺人袁医学博士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胰腺癌的转移机制袁消化内科实习医生国际

化人才培养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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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胃肠型及蠕动波

后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渊耘砸悦孕冤均证实为壶腹

胃肠型和蠕动波可以提示患者肠梗阻的情况遥

癌及胰头癌遥

笔者在外科实习时袁曾有一名 猿远 岁的女性患者突发

渊三冤压痛及反跳痛

腹痛袁半卧于床痛苦呻吟袁带教老师立即带我们视诊

压痛多来自腹壁或腹腔内病变袁 而反跳痛多为

腹部袁见脐周鼓起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袁约 圆 分钟自

腹膜壁层已受炎症累及的征象袁 可监测病情的程度

行消失袁患者疼痛也随之缓解袁这即是肠型袁后经手

及演变遥
渊四冤酝怎则责澡赠 征和麦氏点

术证实为小肠平滑肌瘤遥

酝怎则责澡赠 征阳性可提示胆囊炎袁而麦氏点压痛提

渊五冤腹壁其他情况渊如手术疤痕尧皮疹尧疝冤
腹部的疤痕尧皮疹很重要遥 患者如果有排气尧排

示阑尾炎袁触诊时要注意其部位的准确遥

便不畅袁查体又发现手术疤痕等袁多需要注意有无粘

三尧叩诊要要
要至少要叩到 猿 个方面

连性肠梗阻等遥 对于皮疹袁笔者是有教训的院在读研
究生期间值夜班时袁一名青年男性患者渊士兵冤因野急

渊一冤移动性浊音

性腹痛 员 天冶入院袁接诊时笔者进行了全面的查体袁

移动性浊音可以初步判断有无腹水及量遥 曾有

但除了发现脐周右侧腹部皮肤发红以外没有阳性体
征袁他解释说是军队的皮带紧勒所致袁急查血常规尧
血尿淀粉酶尧心电图渊耘悦郧冤尧腹部彩超均未见异常袁
并不 提示 野肠梗 阻尧肠穿 孔尧胆石 症 尧胰 腺 炎 尧心绞

一名中年女性患者袁因野黑便 愿 小时冶入院袁当时查体
无阳性发现袁入院 远 小时后袁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袁面
色惨白袁脉搏细速 员猿缘 次 辕 分袁给予抢救休克的同时
发现患者腹部较前略膨袁移动性浊音渊垣冤袁诊断性穿

痛冶袁 山莨菪碱解痉止痛治疗后腹痛无明显缓解袁可

刺为血性腹水袁追问病史近来月经不规律袁查尿人绒

是第 圆 天笔者受到了上级医生严肃的批评袁因为再

毛膜促性腺激素渊匀悦郧冤阳性袁考虑宫外孕破裂转妇

次查体时发现昨晚发红的皮肤处已长出疱疹袁最后

科手术治疗遥
渊二冤肝肾区叩痛

明确为带状疱疹袁经抗病毒治疗 员 周后治愈出院遥

二尧触诊要要
要至少要触到 源 个方面
渊一冤腹部包块

肝肾区叩痛可以判断有无肝肾脓肿尧结石等遥曾
在急诊室会诊一中年女患袁持续高热 猿 天袁咳嗽咳少
量黄痰袁胸片提示双肺纹理粗袁应用头孢类抗生素后

触诊时需分清正常和异常的包块袁有些人可以

发热无明显改善袁且血象明显升高袁当笔者的右手叩

触及乙状结肠粪块尧横结肠尧盲肠尧腹直肌腱划尧腰椎

在垫在肝区的左手背上时袁 患者疼痛明显即叩痛

椎体等正常包块袁所以对异常的包块需要知道其位

渊垣冤袁立即建议行上腹部彩超检查袁结果提示野肝脓

置尧大小尧形态尧质地尧移动度尧压痛和搏动遥 曾有一

肿冶转外科继续治疗袁这就是野叩的思考冶遥

位野腹痛 员 周冶入院的老年女性患者袁诉近来持续腹

渊三冤 肝肺浊音界

部胀痛伴腰部不适袁与进食无明显相关性遥 逆时针

肝肺浊音界指在右侧 锁骨中线由肺区向下叩

查体 时突 然 在 脐 上 圆 糟皂 处 触 及一 缘援园 糟皂伊缘援园 糟皂

向腹部袁当由清音转为浊音时提示为肝上界袁此处

质韧包块袁边缘不清袁固定袁轻触痛 袁最关键的是有

相当于被肺遮盖的肝顶部又称为肝相对浊音界遥 肝

搏动感与心跳一致袁当时的感觉就和野触雷冶一样袁慢

肺浊音界消失常提示穿孔遥 记得刚工作时袁有一名

慢地监测着血压抬手袁急行心脏血管造影渊悦栽粤冤证

食管癌的老年男患袁突然出现剧烈胸痛袁耘悦郧尧心肌

实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转血管外科手术治疗袁老人

酶及阅原二聚体未提示心肌梗死及肺栓塞的情况袁上

术后恢复很好遥 笔者不由慨叹袁手也可以这样挽救

级医生通过叩诊立即予胸片检查发现膈下游离气

患者的生命遥

体袁 考虑食管癌自发破裂并穿孔袁 转胸外科继续治

渊二冤肝尧脾尧胆囊触诊
对肝脏的触诊也需要描述上述特性以及肝区摩
擦感和肝震颤曰脾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触及袁必要时可

疗遥

四尧听诊要要
要至少要听到 圆 个方面

双手触诊袁对于脾大患者需要进行测量袁通过野甲乙

渊一冤肠鸣音

线冶尧野甲丙线冶尧野丁戊线冶评估脾大分度袁很多白血病

肠鸣音是肠蠕动时肠管内气体和液体随之流动

的患者最初多是查体发现了脾大而进一步检查明确

产生的断断续续的咕噜声渊或气过水声冤遥 对于消化

的曰正常时胆囊隐于肝之后袁不能触及袁当胆囊肿大

道出血的患者袁 肠鸣音的判断有时可以提示活动性

时可触之遥 笔者触诊过 源 例无痛性大胆囊患者袁最

出血情况袁肠梗阻时亢进的肠鸣音亦是很好的提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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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血管杂音

国学生强曰笔者在德国读博士期间也同样感到德国

血管杂音的听诊常能发现一些特殊的疾病遥 笔

医学生体格检查的基本功很扎实袁通过询问患者病

者曾接诊了一位高龄女性患者袁查体时闻及沿剑突

史及体格检查可以对疾病有基本的判断袁这让笔者

下腹主动脉一直到髂总动脉收缩期喷射性杂音袁后

深深感受到其中的差距袁这些也与很多带教老师观

行血管造影提示腹主动脉瘤并予支架置入治疗遥 笔

点一致 咱源鄄远暂遥 希望此归纳总结的野缘原源原猿原圆原员冶消化系

者导师曾教导袁对不明原因消瘦尧黄疸或新发糖尿病
的患者需要听诊胰腺区域有无杂音遥在工作第 圆 年袁
笔者就曾收治一位因野食欲减退尧消瘦待诊冶的老年

统体格检查模式和记忆方法可以对我们中国的医学
生有所帮助袁使之真正尧全面尧深入地掌握消化科体
格检查袁培养成为技术精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遥

男患袁沿着腹部胰腺头体尾的体表听诊区闻及收缩
期喷射性杂音袁 后来 悦栽 证实为胰头肿瘤已经侵及
肠系膜血管遥

五尧肛

诊

对消化道出血或便秘的患者肛诊尤为重要袁有
时可发现肿瘤或出口梗阻等情况遥 曾有一例 怨猿 岁

的高龄女性患者袁因野排鲜血便 猿 天冶入院袁因患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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