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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分析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胃镜检查结果袁探讨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发病的

高危因素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总结 员猿缘 例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尧急诊胃镜检查结果和疾病转归遥 对

不同年龄段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分层分析袁并探讨可能的危险因素遥 结果院员猿缘 例中男 苑猿 例袁女 远圆 例曰平均年龄渊缘圆援员苑 依
员源援怨怨冤岁遥 胃镜检查引起出血的病因依次为消化性溃疡尧糜烂性出血性胃炎尧上消化道恶性肿瘤遥 分层分析提示 源园 岁以下患者
消化性溃疡引起的出血发病比例较高袁源园 岁以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引起的出血发病率上升遥 幽门螺杆菌感染和 晕杂粤陨阅 药物是发

病的致病危险因素遥 内科治疗有效率为 怨员援愿缘豫遥 结论院对于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袁行急诊胃镜检查有助于病
因的诊断和疾病预后的判断袁必要时可以行急诊胃镜下止血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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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是常见的临床
急症之一袁部分患者出现消化道大量出血袁发病率以
及病死率仍较高咱员原圆暂遥 对于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
道出血病例袁急诊胃镜能够迅速作出诊断并进行有
效的治疗袁对于判断患者的预后有一定的帮助遥 为
进一步分析探讨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
可能病因以及危险因素袁现将本院 员猿缘 例急性非静
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急诊胃镜检查结果以
及发病因素回顾性分析总计并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自 圆园园愿 年 怨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圆 月袁以上消化道出血
入住本院的患者共计 员源缘 例遥 纳入急诊胃镜的标准
为院年龄臆愿园 岁曰血压逸怨园 辕 远园 皂皂匀早曰匀月逸苑园 早 辕 蕴遥
排除标准为年龄跃愿园 岁曰失血性休克患者曰低血压曰
匀月约苑园 早 辕 蕴曰妊娠期妇女曰肝肾功能不全者曰存在精
神疾患患者遥 所有符合急诊胃镜的患者在入院 圆源耀
源愿 澡 内行急诊胃镜检查遥 符合急诊胃镜检查的患者
共计 员猿缘 例袁所有患者急诊胃镜术前均无活动性上
消化道出血表现并予禁食尧禁饮曰术前准备包括血常
规尧凝血功能以及肝肾功能袁术前签署胃镜检查知情
同意书遥
员援圆 方法
胃镜检查采用 韵造赠皂责怎泽 郧陨云鄄灾苑园 型电子胃镜袁
所有胃镜检查均由熟练的胃镜诊疗医生完成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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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总量跃 圆 园园园 例冤遥 疑诊恶性肿瘤的病变均予活
检送检病理检查遥 长期口服阿斯匹林的患者暂缓行
内镜下活检以及内镜下止血治疗遥 内镜下大量活动
性出血而无法行内镜下止血的患者转外科手术治
疗遥 对于病情平稳的患者袁仔细询问病史并采用 员猿悦
呼气试验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测袁 评估上消化道出血
的危险因素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卡
方检验袁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胃镜检查结果
员猿缘 例接受急诊胃镜检查的患者中袁 男 苑猿 例袁
女 远圆 例曰其中约 源园 岁 猿怨 例袁男 员愿 例袁女 圆 例曰跃 源园
岁 怨远 例袁男 缘缘 例袁女 源员 例曰平均年龄 缘圆援员苑 依 员源援怨怨
渊圆圆耀苑怨冤岁遥 其中呕血 源圆 例尧黑便 缘怨 例尧呕血合并
黑便 猿源 例遥 消化道出血失血量约 圆园园 皂造 缘怨 例曰消化
道出血失血 圆园园耀缘园园 皂造 缘缘 例曰消化道出血量跃 缘园园
皂造 圆员 例遥 剔除的 员园 例患者中 愿园 岁以上 远 例曰存在
严重失血性休克 猿 例曰精神疾患 员 例遥
员猿缘 例中袁胃镜诊断胃溃疡 猿员 例袁十二指肠球
部溃疡 猿苑 例袁糜烂性出血性胃炎 圆远 例袁复合性多
发性溃疡 源 例袁胃癌 员苑 例袁食管癌 源 例袁贲门黏膜
撕裂 缘 例袁胃恒径动脉破裂出血 员 例袁食管炎 员 例袁
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渊酝粤蕴栽冤圆 例袁胃间质瘤出血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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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袁胃癌术后吻合口出血 源 例袁胃淋巴瘤 员 例遥 所有
患者临床胃镜检查资料见表 员遥
表员

黑便
呕血伴黑便
出血量估计

猿 讨 论

缘怨
猿源
缘怨

跃 缘园园 皂造

圆员

胃镜诊断

胃溃疡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糜烂性出血性胃炎
复合性多发性溃疡
胃癌
食管癌
贲门黏膜撕裂
胃恒径动脉破裂出血
食管炎
酝粤蕴栽

胃间质瘤
吻合口出血
胃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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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耀缘园园 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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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呕血

学

渊匀藻造蚤糟燥遭葬糟贼藻则 责赠造燥则蚤袁匀孕冤感染者 圆远 例袁长期吸烟者
员远 例袁长期大量饮酒者 员怨 例袁长期使用 晕杂粤陨阅 药
物者 圆圆 例袁无明显危险因素者 员员 例遥年龄因素分层
分析表明渊表 猿冤袁在 源园 岁以下患者中袁匀孕 感染是上
消化道出血的高危因素袁而在 源园 岁以上患者中袁匀孕
感染以及 晕杂粤陨阅 药物均可能是重要的高危致病因
素袁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援源 临床疗效分析
患者入院后药物治疗包括抑酸尧 药物止血等治
疗遥 术中对于活动性出血病灶采用内镜下治疗袁包括
愿豫冰生理盐水去甲肾上腺素溶液喷洒尧员颐员 园园园 高渗
盐水肾上腺素溶液黏膜下注射等方法进行止血尧金
属夹夹闭血管性出血性病变等遥 本组患者中 员圆源 例
经内科治 疗消化道 出血停止 袁 总 体 治 疗 有 效 率
怨员援愿缘豫袁其中 愿员 例经药物治疗后出血停止袁源猿 例在
药物治疗期间再次出现呕血袁 经急诊胃镜止血遥 员员
例药物治疗以及内镜下治疗袁仍存在活动性消化道
出血袁胃恒径动脉出血 员 例袁胃底间质瘤出血 员 例
转外科手术袁 服用阿斯匹林 圆 例袁猿 例胃癌术后吻
合口病变复发出血袁源 例胃溃疡 云燥则则藻泽贼 陨葬尧陨遭 出血
患者袁转外院治疗遥 针对上述 员员 例进行 砸燥糟噪葬造造 评
分 咱猿暂袁所有患者评分均逸源 分袁提示为上消化道出血
的高危人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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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圆 胃镜检查结果年龄分层分析
源园 岁以上患者胃癌发生率明显增高袁为了明确
不同年龄段的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能病因袁本文
对 员猿缘 例患者进行年龄分层分析渊表 圆冤遥 源园 岁以下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袁消化性溃疡占 远远援苑豫袁胃癌以
及食管癌占 苑援苑豫袁在 源园 岁以上的患者中袁消化性溃
疡占 源苑援怨豫袁 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较高袁胃
癌尧 食管癌尧酝粤蕴栽 以及胃间质瘤共计占患者总数
圆员援愿豫遥 进一步分层分析两组患者的胃镜检查结果袁
两组患者消化性溃疡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的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袁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尧糜烂性出血
性胃炎以及其他病变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两组间无
明显差异遥
圆援猿 上消化道出血高危致病因素分析
本组研究胃镜检查中袁消化性溃疡尧糜烂性出血
占很大比例遥 幽门螺杆菌感染尧吸烟尧饮酒尧晕杂粤陨阅
药物等可能的高危致病因素在这些病变中可能发挥
作用遥 本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袁消化性溃疡以及
糜烂性出血性胃炎患者共计 怨源 例袁 有幽门螺杆菌

目前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发病率和
病死率仍较高袁据报道袁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
出血患者的年病死率约为 远豫耀员园豫咱圆暂遥 在药物治疗
方面袁以质子泵抑制剂渊孕孕陨泽冤为代表的药物能有效
治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并降低再出血
的风险袁然而急诊胃镜检查十分重要遥急诊胃镜的检
查时间一般选择在入院后 圆源耀源愿 澡袁 这部分患者经
治疗后消化道出血初步得到控制袁 也为胃镜检查创
造了有利条件遥 急诊胃镜检查不仅能够明确出血原
因并对出血病灶进行评估咱猿暂袁而且急诊胃镜术中的止
血治疗如尧局部喷洒止血药物尧止血夹夹闭出血病灶
等止血措施对于局部病灶的止血效果非常有效咱源暂遥
常见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可能
有消化性溃疡尧上消化道肿瘤尧急慢性上消化道黏膜
炎症尧血管畸形等遥 在本组研究中袁所有引起患者上
消化道出血的病因中袁 消化性溃疡仍占首位渊远愿 辕
员猿缘袁缘园援猿苑豫 冤袁 其 次 为 糜 烂 性 出 血 性 胃 炎 渊圆远 辕
员猿缘袁员怨援圆缘豫冤和上消化道肿瘤渊员员 辕 员猿缘袁愿援员源豫冤袁其
他原因引起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较少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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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员猿缘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不同年龄组分层分析
咱灶渊豫冤暂
年龄

病变
消化性溃疡
胃溃疡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复合性溃疡
糜烂性出血性胃炎
上消化道恶性肿瘤
胃癌
食管癌
胃间质瘤
胃淋巴瘤
酝粤蕴栽
其他
贲门黏膜撕裂
胃恒径动脉破裂出血
食管炎
吻合口出血
合计

臆源园 岁
圆远渊远远援苑冤
员圆渊猿园援愿冤
员源渊猿缘援怨冤
园渊园冤园援园
源渊员园援猿冤
缘渊员猿援怨冤
圆渊缘援员冤园
员渊圆援远冤园
园渊园冤园援园
员渊圆援远冤园
员渊圆援远冤园
源渊员园援猿冤
圆渊缘援员冤园
员渊圆援远冤园
员渊圆援远冤园
园渊园冤园援园
猿怨渊员园园冤援

跃源园 岁
源远渊源苑援怨冤
员怨渊员怨援愿冤
圆猿渊圆源援园冤
源渊源援圆冤园
圆圆渊圆圆援怨冤
圆员渊圆员援愿冤
员缘渊员缘援远冤
猿渊猿援员冤园
圆渊圆援员冤园
园渊园冤园援园
员渊员援园冤园
苑渊苑援猿冤园
猿渊猿援员冤园
园渊园冤园援园
园渊园冤园援园
源渊源援圆冤园
怨远渊员园园冤援

字圆 值

猿援怨员苑

孕值
园援园源愿

圆援愿缘怨
员援源远圆

园援园怨员
园援圆圆苑

园援员园缘

园援怨园圆

高危致病因素
匀孕 感染
吸烟
饮酒
晕杂粤陨阅 药物
无明显因素
合计

臆源园 岁
员圆
远
苑
员
源
猿园

跃源园 岁
员源
员园
员圆
圆员
苑
远源

字圆 值

员园援缘缘圆

析袁 发现在 匀孕 感染和 晕杂粤陨阅 药物使用是引起急性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袁源园 岁以下
患者中袁匀孕 感染的作用更为明显遥 有文献报道咱源袁远原苑暂袁
匀孕 感染和长期使用 晕杂粤陨阅 药物袁 使急性非静脉曲
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病率明显增高袁 最高可以达

到 圆园援愿猿 倍咱远暂袁因此有效根除 匀孕 感染以及避免长期
使用 晕杂粤陨阅 药物对于防治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
化道出血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组研究中袁怨员援愿缘豫的患者经治疗后预后良
好遥一部分因治疗效果不佳行手术治疗或转院治疗袁
该部分患者存在较高的 砸燥糟噪葬造造 评分袁 存在再出血
的高危因素袁预后不佳袁所以急诊胃镜检查有助于患
者出血性病灶的判断遥本文的体会是袁对于急性非静
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袁应首先接受以 孕孕陨泽
为基础的药物治疗袁然后行急诊胃镜检查袁必要时联
合急诊胃镜止血治疗遥
咱参考文献暂

表 猿 上消化道出血高危致病因素分层分析 渊例冤
年龄

窑员源员怨窑

孕值
园援园猿圆

文献报道一致咱圆暂遥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患者进行
分析袁发现在 源园 岁以下的患者中袁消化性溃疡引起
的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比例较高袁达到
远远援苑豫袁在 源园 岁以上患者中袁消化性溃疡患者仍占
很高的比例袁但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引起的发病率增
高袁因此对病情基本稳定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
出血患者及时进行胃镜检查十分必要遥本组患者中袁
常规应用奥美拉唑静滴止血袁经综合治疗后袁大部分
患者预后良好袁提示静脉使用 孕孕陨泽 联合内镜下止血
治疗具有满意的疗效咱缘暂遥
在本研究中袁消化性溃疡引起的急性非静脉曲
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占很大的发病比例袁鉴于幽门螺
杆菌和 晕杂粤陨阅 药物是引起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危险
因素咱远暂遥 本文对消化性溃疡的患者进行进一步分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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