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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分析·

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二次内镜
检查对于出血预防意义的Meta分析
练晶晶 陈世耀 周平红 张轶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上海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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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二次内镜检查是否能有效预防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术后迟

发性出血。方法 系统检索Medline/PubMed、Ovid、Elsevier ScienceDirect、EBSCO等英文数据库，以

及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收集关于早期胃癌术后有二次

内镜检查与无二次内镜检查的对照研究。文献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均为因早期胃癌行ESD治疗

的患者；（2）研究终点需要至少包括ESD术后出血发生率。排除标准：（1）重复的研究，综述类、评论

类、指南类等文章；（2）非对照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合并分析早期胃癌ESD术后二次内镜检

查出血的比值比（OR值）。结果 共纳入6篇文献，3篇随机对照研究（RCT），3篇非RCT（均为回顾

性队列研究）。共 968例患者接受了二次内镜检查，1 287例患者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纳入的

3 项非RCT研究文献质量评价总分分别为7分、5分、7分。只有2项RCT研究描述了随机序列产生

的方式；3项研究均没有描述盲法，但这 3项研究均对不完全数据和选择性偏倚进行了描述。纳入

3项RCT研究的总体质量都较低。Meta分析结果显示，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的早期胃癌患者，

ESD术后出血发生率为 3.1%（40/1 287），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的早期胃癌患者出血发生率为 4.1%
（40/968），两组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25，95%CI：0.79~1.98）。对RCT研究和非RCT研究

分别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RCT 研究（OR=1.45，95%CI：0.79~2.65）与非 RCT 研究（OR=1.02，
95%CI：0.50~2.08）中接受与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的两组早期胃癌患者，ESD术后出血发生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二次内镜检查并不能有效减少早期胃癌ESD术后出血的发生，因

此不推荐将二次内镜检查作为胃ESD术后预防迟发性出血的例行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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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se the meta⁃analysis in evaluating the hemorrhage⁃prevention value
of second ⁃ look endoscopy afte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all relevant studies comparing second ⁃ look
endoscopy and non ⁃ second ⁃ look endoscopy after gastric ESD. The Medline / PubMed, Ovid, Elsevier
ScienceDirect, EBSCO, CNKI and VIP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systematically. Literature inclusion
criteria: (1)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early gastric cancer receiving ESD; (2) end point of the study
include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rate of ESD. Exclusion criteria: (1) papers of repeated research, review,
comment, guideline, etc; (2) non⁃control study. Meta⁃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a pooled odds
ratio (OR) for developing post⁃ESD bleeding. Results The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post⁃ESD bleeding
was observed in 40 of 1287 patients (3.1%) without second ⁃ look endoscopy and in 40 of 968 patients
(4.1%) with second⁃ look endoscopy (OR=1.25, 95% CI: 0.79⁃1.98),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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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内镜治疗器械的改良及相关辅助内镜

技 术 的 发 展 ，内 镜 黏 膜 下 剥 离 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已成为早期胃癌的主要

治疗手段。内镜治疗过程中出血不可避免，ESD术

中出血可通过仔细操作，及时止血等得到有效控

制。据文献报道，ESD 术后迟发性出血发生率约

5%［1］。为进一步降低ESD术后迟发性出血率，有些

单位将 ESD术后第 2天二次内镜检查（second⁃look
endoscopy，SLE）作为例行常规。这种做法证据在于

消化性溃疡电凝止血的有效性［2⁃4］。然而，消化性溃

疡和ESD术后人工溃疡有本质不同。事实上，已经

陆续有研究表明，二次内镜检查并不能降低迟发性

出血发生率，但这些研究样本量都相对较小。一项

多中心前瞻随机非干预对照研究不推荐胃ESD术后

行二次内镜检查预防迟发性出血［5］；但同年 Jung等［6］

一项回顾性研究却发现，二次内镜检查对于预防迟

发性出血仍有效。因此，目前对于二次内镜检查

预防早期胃癌ESD术后迟发性出血的临床价值仍

有争议。本研究目的在于用Meta分析方法，比较早

期胃癌ESD术后二次内镜检查的相关对照研究，探

讨二次内镜检查是否能有效预防迟发性出血。

资料与方法

一、文献检索

检索所有关于早期胃癌术后有二次内镜检查

或无二次内镜检查的对照研究。系统检索 1994—
2018 年 期 间 Medline / PubMed、Ovid、Elsevier
ScienceDirect、EBSCO等英文数据库。检索关键词

为：“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or ESD”AND
“second⁃look endoscopy”，限制：“humans”。并检索了

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中文

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或ESD”

并且“二次内镜”，检索时间截止至2018.12。
二、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均为因早期胃癌

行ESD治疗的患者；（2）研究终点需要至少包括ESD
术后出血发生率。排除标准：（1）重复的研究，综述

类、评论类、指南类等文章；（2）非对照研究。

三、数据提取和文献质量评价

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提取数据表提取各研究

数据，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样本量、

ESD术后出血发生率。两名研究者对纳入文献的质

量进行独立评价，若有分歧，通过咨询第 3名研究

者并讨论后评价。若纳入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研

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参考 Cochrane
Reviewer′ s Handbook 5.3偏倚风险评估标准进行文

献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括：随机序列产生方式、

分配隐藏方案、研究对象是否盲法、结局评价是否

盲法、不完全数据的充分估计、选择性偏倚。对于

非RCT，评价标准包括以下 6个条目：分组方法、盲

法、意向性分析、基线、诊断标准、混杂因素的控

制［7⁃8］。对每一项非RCT纳入研究评分，总分 12分

为研究质量最高。

四、统计学方法

应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 5.3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 OR）分析

结局指标统计量，各效应量均以 95%CI表示。纳

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存

在明显异质性。并用 I2对异质性进行定量分析，当

I2>50%时，说明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异质

性检验不显著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 分

析；如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分析其异质性

来源，对可能导致异质性的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或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文献纳入和评估

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1。最终纳入 6 项研

究［9⁃14］，一般情况见表 1。共 968例患者接受了二次

these two groups. Subgroup analysis on research method still indic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ost ⁃
ESD bleeding between RCT group (OR=1.45,95%CI: 0.79⁃2.65) and non⁃RCT group (OR=1.02, 95%CI:
0.50⁃2.08) (all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meta analysis, second⁃look endoscopy can not reduce the
rate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 of ESD. Therefore, routine second⁃look endoscopy after gastric ESD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delaye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of ESD.

【Key words】 Second⁃look endoscopy;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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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1 287例患者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纳入

的 3项非RCT研究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文献质量

评价总分分别为 7分［11］、5分［12］、7分［13］。只有 2项

RCT研究研究描述了随机序列产生的方式［9，14］。3项
研究均没有描述盲法，但这 3项研究均对不完全数

据和选择性偏倚进行了描述。纳入3项RCT研究的

总体质量都较低。

二、ESD术后出血发生率比较

所有纳入研究均报道了ESD术后出血发生率，

尽管各研究关于术后出血定义略有差异。各研究

间异质性无统计学差异（I2=0，P=0.76），故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分析。Meta分析结果显示，未接受二次

内镜检查组的患者，ESD 术后出血发生率为 3.1%
（40/1 287），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的患者出血发生率

为 4.1%（40/968），两组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1.25，95%CI：0.79~1.98），见图 1。对RCT研究

和非RCT研究分别进行了亚组分析，RCT研究（OR=
1.45，95%CI：0.79~2.65）与非 RCT 研究（OR=1.02，
95%CI：0.50~2.08）中接受与未接受内镜检查的两组

患者ESD术后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图2和图3。

讨 论

ESD已成为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疗选择，但ESD
术后出血仍是值得关注的临床问题。Takizawa等［15］

曾发现，对于ESD术后创面非出血性可视血管的即

时电凝处理可显著降低术后出血发生率。在ESD
术后的第2天或更迟（一般第2天）进行二次内镜检

查，对于潜在出血点如可视血管进行预防性电凝处

理，以降低迟发性出血的风险。近年来，有相关研究

报道了二次内镜检查对于预防迟发性出血是有效

的［6，12］。但也有研究认为，二次内镜对于预防ESD术

后迟发性出血可能是过度检查，认为ESD术后出血

的高风险人群中，二次内镜前或二次内镜后迟发性

出血发生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需进行二次内

镜预防性止血术［5］。因此，本文对所有关于接受或

不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的对照研究进行了Meta分析，

以评价二次内镜检查预防早期胃癌 ESD术后迟发

性出血的有效性。

本文共纳入了 6项研究，3项为RCT，另 3项为

非RCT。Meta分析结果显示，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

患者的ESD术后出血发生率甚至略高于未接受二

次内镜检查组的患者，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仍

对RCT和非RCT分别进行了亚组分析，两组差异亦

仍无统计学意义。

在日常临床实际中，重复内镜检查常常会给患

者带来更多不适且会延迟患者进食时间。从成本⁃
效果的经济学角度分析，二次内镜检查以及预防性

内镜止血带来的成本也会额外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从而增加社会的医疗负担。因此，既然二次内镜检

查并未能有效阻止ESD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就

不应该将其作为ESD术后的例行常规。

我们认为，一名有经验的内镜操作医师可以在

术中发现可疑潜在出血血管，并进行恰当的电凝止

注：RCT为随机对照研究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1 接受二次内镜检查与否的6项纳入研究一般情况

第一作者

Ryu［9］

Kim［10］

Park［11］

Kim［12］

Takahashi［13］

Mochizuki［14］

国家/发表年份

韩国/2013
韩国/2014
韩国/2015
韩国/2015
日本/2014
日本/2015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研究

随机对照研究

回顾性队列研究

回顾性队列研究

回顾性队列研究

随机对照研究

SLE组

74
220
140
194
210
130

非SLE组

81
217
267
353
237
132

SLE组

64.1±9.8
65.9±9.3
62.7±9.2
58.8±8.8
71.5±8.3
68.8±8.6

非SLE组

64.4±10.5
67.1±7.5
64.5±8.7
64.4±9.7
71.6±9.2
69.1±9.0

ESD术后出血发生率（%）

SLE组 非SLE组

16.2 11.1
3.64 2.76
3.57 2.25
1.03 2.55
2.86 2.11
5.38 3.79

注：SLE为接受二次内镜检查，非SLE为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

研究对象（例） 年龄（岁，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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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操作，可以减少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在本中

心的日常临床实践中，我们通过ESD术后静脉用质

子泵抑制剂提高胃内pH值，待开放饮食后口服8周

质子泵抑制剂，亦可能减少出血。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所纳入研究仅6
项，3项为非RCT，且纳入文献质量相对较低。如果

有大样本的RCT，可能结果就会不同。其次，关于

ESD术后出血的不同定义以及二次内镜检查的时机

不同也可能造成研究间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评估。

再次，原始研究的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不尽相同，有

些研究纳入了部分在围手术期仍使用抗血小板药

物或抗凝药的人群，而有些研究排除了这部分患

者，这也可能造成结果偏倚。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的Meta分析，我们发现二

次内镜检查并不能有效减少早期胃癌ESD术后出

血的发生，因此，不推荐将二次内镜检查作为胃ESD
术后预防迟发性出血的例行常规。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注：SLE表示接受二次内镜检查，非SLE表示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

图2 早期胃癌患者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接受与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出血发生率比较（全部研究）的森林图

注：SLE表示接受二次内镜检查，非SLE表示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

图3 早期胃癌患者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接受与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出血发生率比较（随机对照研究）的森林图

注：SLE表示接受二次内镜检查，非SLE表示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

图4 早期胃癌患者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接受与未接受二次内镜检查组出血发生率比较（非随机对照研究）的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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