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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对胃黏膜下病变进行超声内镜检查前对病变部位标记的应用价值遥 方法院收集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要圆园员源 年 怨 月

接受超声内镜检查的胃黏膜下小病变渊估测病变直径约员援园 糟皂冤患者的临床资料袁根据注水前是否进行活检钳夹持标记进行分

组袁对比两组间超声内镜检查的病变检出率和操作时间遥 结果院首次超声内镜检查对病灶的发现率院术前标记组 怨苑援园豫渊缘 辕 员远怨冤袁

未标记组 怨员援缘豫渊员源 辕 员远缘冤袁两者存在差异渊字圆越源援苑缘袁孕越园援园圆怨冤曰超声检查操作时间院术前标记组渊缘援猿 依 圆援怨冤皂蚤灶袁未标记组渊苑援远 依
猿援苑冤皂蚤灶袁组间差异显著渊贼越原远援园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术前标记组在病灶发现率和操作时间上均优于未标记组遥 结论院对于胃黏膜下小病

变袁超声内镜检查前进行定位标记有助于提高病灶发现率和减少操作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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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内镜 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耘哉杂冤广

渊缘猿援员 依 员园援怨冤岁遥 超声内镜检查和标记器械院日本

情评估 咱员暂袁但由于需要在胃肠镜辅助下进行部位判

哉酝鄄圆缘砸 微型超声探头袁扫描频率 圆园 酝匀扎曰活检钳

泛应用于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定位尧定性诊断和病
断尧注水尧扫描尧图像判别等过程袁要求较强的操作
技巧遥 位于食管和结肠的病变由于部位相对固定且
易于识别袁能在操作过程中获得迅速定位遥 而胃腔

韵造赠皂责怎泽 郧陨云 载匝鄄圆源园尧圆远园 型 胃 镜 曰 日 本 韵造赠皂责怎泽

渊酝栽晕鄄月云鄄圆猿 辕 员远鄄粤袁南京微创公司冤遥
员援圆

方法

标记组院术前常规胃镜进入胃腔袁清洗胃腔袁寻

较大袁且胃壁蠕动频繁袁胃内黏膜下小病变往往在

找和发现隆起性病变后采用活检钳对隆起处黏膜

注水尧内镜翻转操作后难以发现袁从而延长操作时

表面进行夹合后放松袁至黏膜表面有轻度破损和少

间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本研究尝试采用术前活检标记

量血迹渗出遥 退出活检钳后注水并开始超声胃镜检

的方法来辅助超声内镜检查定位袁现回顾近年来的

查遥 未标记组院常规胃镜检查发现病灶后直接注水

相关病例资料如下遥

并超声胃镜检查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病例资料来源于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要圆园员源 年 怨 月间

病变阳性发现的评判标准院首次接受超声胃镜
检查并获得病变图像者视为阳性发现曰首次接受超
声胃镜检查未能发现病变者视为阴性发现袁此部分
患者中接受再次超声胃镜检查获得阳性发现仍视

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接受

为首次检查阴性曰在术前未标记组中袁首次检查失

超声内镜检查的胃黏膜下病变患者资料遥 病例纳入

败后经过标记再次接受检查获得病灶图像也视为

标准院 淤纳入观察患者均为后续行黏膜下剥离渊藻灶鄄

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袁耘杂阅冤 且病理检查证

实存在黏膜下病变者曰于胃镜检查胃内单个隆起性
病变袁且估测病变直径在 圆 糟皂 以内曰盂可以追溯到

完整的操作时间记录曰榆操作医师仅限于 猿 名高年

资医师遥 共纳入 猿猿源 例遥 根据术前是否进行标记分
为标记组和未标记组 渊非随机分组冤袁 标记组 员远怨

例袁男 远怨 例袁女 员园园 例袁平均年龄渊缘圆援员 依 员员援苑冤岁曰

未标记组 员远缘 例袁 男 缘怨 例袁 女 员园远 例袁 平均年龄

首次检查阴性遥
超声检查操作时间的判定院 无论是否进行标
记袁均以胃腔内注水完成后首次开启超声胃镜扫描
至检查结束为止遥 部分患者在首次检查未能成功获
得病灶图像者袁在后续吸水尧标记渊或再标记冤尧注
水尧扫描过程时间不计入观察范围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相关数据通过 耘曾糟藻造 表格录入后采用 杂孕杂杂圆圆援园

软件进行分析袁贼 检验比较计量资料的组间差异遥 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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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比较组间计数资料差异遥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

破损和充血袁但不进行活检取材袁对局部黏膜不产生

有统计学意义遥

实质性影响袁 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清晰地定位指引袁而

圆

且不影响超声扫描的图像质量袁从而达到标记和诊断

结

果

猿猿源 例患者均接受了 员 次或 员 次以上的超声内

镜检查遥 以首次超声内镜检查资料作为采集对象袁
耘杂阅 术后病理作为是否存在黏膜下病变的判断依

目的袁尤其适用于较小病变的 耘哉杂 检查遥

研究中为了使记录的数据具有代表性袁对入组

病例的病变数目尧大小尧位置尧病理结果和操作医师
等条件均作了适当限制袁 但病例为非随机化入组袁

据遥 病灶位置尧大小尧病理类型和操作医师情况组间

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数据分析结果的统计偏倚遥 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首次超声内镜对病灶的发现

如对于较小病变袁 检查医师会有意识采用预先标

率院术前标记组 怨苑援园豫渊员远源 辕 员远怨冤袁未标记组 怨员援缘豫

渊员缘员 辕 员远缘冤渊字 越源援苑缘袁孕越园援园圆怨冤曰 超声检查操作时间院
圆

术前标记组渊缘援苑 依 怨援愿冤皂蚤灶袁未标记组渊苑援远 依 猿援苑冤皂蚤灶
渊贼越原远援园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袁术前标

记组在病灶发现率和操作时间上均优于未标记组遥
猿

讨

记袁而对于较大尧隆起明显者则不予标记遥 这一点也
可以从病灶大小分类中观察到袁直径约员 糟皂 的病变预

标记比例明显高于直径跃员 糟皂 者遥但由于 耘哉杂 往往难

以发现较小病变咱缘暂袁未标记组小病灶比例减少反而可

以增加该组 耘哉杂 的病变发现率和缩短操作时间袁所
以这一偏倚结果一定程度上不影响对标记组数据

论

的优越性评价遥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的普及和提高袁越来越多的

从整体资料而言袁预先标记组在病灶发现率和

消化道黏膜下病变被诊断和治疗遥 但由于黏膜层的

操作时间上均显著优于未标记组遥 这说明在胃腔内

覆盖袁普通内镜仅能从外观形态学上推测其存在与
否袁耘哉杂 则可以在影像学上获得客观证据袁 从而让
黏膜下病变得到病理学诊断

遥 这一过程中袁耘哉杂

咱圆原猿暂

黏膜下病变进行 耘哉杂 检查时袁采取预先标记的方法

可以提高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缩短操作时间袁这将
使受检患者获益袁值得在临床中推广遥

诊断对后续治疗具有关键指导意义袁因此耘哉杂 的操

咱参考文献暂

作规范和技巧也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关注热点遥

咱员暂

很多胃黏膜下较小病变在普通胃镜检查时可
以被轻易发现袁但在注水尧倒镜尧胃壁紧张度发生改
变的情况下却难以找到遥 这不仅延长了操作时间袁
还降低了 耘哉杂 对病灶的发现效率咱源暂遥 为了在操作中

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袁本研究尝试在普通胃镜检查

中对病灶进行预先活检标记袁进而在 耘哉杂 检查时起
引导和定位作用遥 根据本研究收集的 猿猿源 例病例资
料观察袁这一举措确实能够发挥有效的定位功能遥

内镜下定位是为了确保再次进行内镜诊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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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迅速找到靶目标的常用手段袁 通常有钛夹标

记尧染料注射尧活检等方法遥 但对于 耘哉杂 检查袁钛夹
标记不但会破坏病变周围组织征象袁而且容易影响

超声探头扫描操作遥 病灶黏膜下或周围靛胭脂溶液
注射亦容易在超声扫描时产生回声伪像袁干扰影像
诊断遥 本组采取扫查前活检钳夹持袁仅造成黏膜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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