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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控胶囊内镜应用于未成年人消化道
检查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探讨
谢明萍 王立夫 程时丹 慎睿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消化内科 200025
通信作者：慎睿哲，Email：srz11009@rjh.com.cn，电话：021⁃64370045转600901

【摘要】 目的 探讨磁控胶囊内镜应用于未成年人消化道检查中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采

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

金医院行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18周岁的未成年患者病例资料。排除吞咽困难、明显的消化道出

血、已知或怀疑消化道梗阻、畸形、瘘管、既往肠道手术、一般情况差、体内有植入物、怀孕者及检查录

像和报告资料缺失者后，共 218例患者共计236次检查纳入本研究。男性122例，女性96例，年龄为

（12.0±3.1）（5~17）岁。全组共计202例（217例次）完成胃部检查，112例（125例次）完成小肠检查。检

查所用的磁控胶囊内镜系统（中国安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胶囊机器人大小为11.8 mm×27.0 mm，

拍摄频率为 2张照片/min，拍摄视角为 140°。记录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胃黏膜观察率（0%~100%）

和胃清洁度（满意清洁度定义为胃黏膜显示清晰，气泡或黏液对视野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或

胃黏膜显示稍模糊，少量气泡或黏液影响视野）、以及胃或小肠的检查时间，并观察磁控胶囊内镜

对胃及小肠病变的检出情况。检查后随访 2周，确定胶囊是否排出体外，记录并发症及不良事件。

结果 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和幽门 6个部位的中位胃黏膜观察率M（P25，P75）分别为 100%、

90%（75%，100%）、100%（80%，100%）、100%、100%和100%。而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和幽门

达到满意胃清洁度的患者比例分别为100.0%、76.5%（153/200）、92.5%（185/200）、97.5%（195/200）、

99.5%（199/200）和100.0%。共202例完成胃部检查，胃检查中位时间为10.5（7.3，13.9）min。共112例
完成小肠检查，其胃通过中位时间为 51.5（20.6，112.0）min，小肠通过中位时间为 232.4（181.8，
321.6）min；小肠通过率为 91.1%（102/112）。胃部、十二指肠、空肠回肠阳性病灶检出率分别为

18.8%（38/202）、8.1%（10/124）和26.8%（30/112）。无并发症及不良事件发生。结论 磁控胶囊内镜

应用于未成年人消化道检查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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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endoscopy (MGCE) in minors. Methods A descriptive cohort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retrospectively
collect the data of minors (<18 years) who underwent MGCE in Ruijin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October
2018. Exclusion criteria: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obvious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diagnosed or suspected
gastrointestinal obstruction, or congenital gastrointestinal malformations or intestinal fistula; patients with
previous bowel surgery, or in poor general condition; patients with implants; pregnant patients;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data or without data. A total of 218 patients, including 122 males and 96 females, with mean
age of (12.0±3.1) (5⁃17) years and 236 times of examination were included. The capsule size of the Ankon
MGCE system was 11.8 mm×27 mm, taking two pictures per second, with a viewing angle of 140 degrees.
Data of gastric visualization (0% to 100%), gastric cleanliness (satisfactory cleanliness was defined as a
clear display of the gastric mucosa; the effect of bubbles or mucus on the visual field was negligible,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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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ric mucosa was slightly blurred; a small amount of air bubbles or mucus affected slightly the field of
view), gastric or small bowel examination time, lesion detection rate, etc. were recorded.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2 weeks to confirm capsule excretion and to record adverse events. Results A total of
202 patients (217 times) completed gastric examination and 112 patients (125 times) completed small
bowel examination. The median gastric visualization of cardia, fundus, body, angulus, antrum and pylorus
was 100%, 90% (75%,100%), 100% (80%,100%), 100%, 100%, and 100%, respectively. The cleanliness
of the gastric cardia, fundus, body, angle, antrum, and pylorus was assessed to be satisfactory in 100.0%,
76.5% (153 / 200), 92.5% (185 / 200), 97.5% (195 / 200), 99.5% (199 / 200), and 100.0% of patients,
respectively. In 202 patients undergoing gastric examination, the median gastric exanimation time was 10.5
(7.3, 13.9) minutes. In 112 patients undergoing small bowel examination, the median gastric transit time
was 51.5 (20.6, 112.0) minutes and the median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was 232.4 (181.8, 321.6) minutes.
The small bowel transit rate was 91.1% (102/112). The lesion detection rates of stomach, duodenum and
jejunoileum were 18.8% (38/202), 8.1% (10/124) and 26.8% (30/112) respectively. No complications or
adverse events occurred. Conclusion MGCE is feasible and safe to detect both gastric cavity and small
bowel in minors.

【Key words】 Endoscopy,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Child； Adolescent； Feasibil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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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器械的发展和操作技术的提高，胃镜在未

成年患者中的应用越来越多，虽然胃镜应用于未成

年患者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已被认可，但由于未成年

患者食管及胃腔相对狭小，胃镜操作困难，且胃肠

壁相对薄弱、黏膜相对稚嫩，容易损伤甚至穿孔，操

作的风险相对成人增高，且未成年患者胃镜检查前

易产生焦虑情绪，检查时配合度较低，通常需要全

身麻醉或高度镇静，因而未成年胃镜检查仍存在不

少并发症和不良反应［1⁃2］。Thakkar等［1］回顾了13个

医学中心共 10 236例儿童（年龄范围 0~18岁）的胃

镜检查结果，发现胃镜检查即刻并发症发生率为

2.3%，以缺氧和出血最常见。Samer等［2］随访了393例
儿科患者（年龄范围 3月至 21岁）行全身麻醉胃镜

检查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发现总体不良反应

发生率高达42%，主要为喉咙痛或声音嘶哑、疲劳、

咳嗽和头痛等，其中有6.2%的患者因内镜检查后的

并发症需要就医。因此，亟需找到更适应未成年患

者的内镜检查方式。

自 2001年胶囊内镜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应用于临

床以来，其在小肠疾病的诊疗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应

用［3⁃4］。但由于胃腔体积较大、解剖结构相对复杂，

胶囊内镜应用价值有限。磁控胶囊内镜通过外部

磁场来控制体内胶囊的运动，表现了对胃黏膜较高

的观察率及对病灶诊断的准确率［5⁃11］。由于磁控胶

囊内镜检查没有镜身插入的过程，也避免了麻醉药

物的使用，因此相对安全性和舒适性要高得多。目

前，其在成年患者中的应用已越来越多，但在未成

年患者中应用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较早引入

了磁控胶囊内镜检查，并于 2015 年 4 月起开始尝

试应用于未成年患者，目前已行超过 200 例未成

年患者的检查。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未成年患者

病例的相关临床数据，拟对磁控胶囊内镜在未成

年人胃肠道检查的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初

步探讨。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4月至 2018年 10月期间，因“反酸、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腹胀、贫血、黑粪等”不同主诉，在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行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

<18周岁的未成年患者。排除标准为：（1）吞咽困

难；（2）明显的消化道出血；（3）已知或怀疑消化道

梗阻、畸形、瘘管；（4）既往胃肠道手术；（5）一般情

况差，无法耐受检查；（6）体内有心脏起搏器等植入

物；（7）怀孕者；（8）检查录像和报告资料缺失。

根据上述标准，有 218例患者共计 236次检查

（包括 106例次胃及小肠检查，111例次仅行胃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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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9例次仅行小肠检查）资料纳入本研究，男性

122例（56.0%）行 138次检查，女性 96例（44.0%）行

98次检查，年龄为（12.0±3.1）（5~17）岁。共计202例
（217例次）完成胃部检查，112例（125例次）完成小

肠检查。分别在 13 例（14 例次）胃部检查和 14 例

（14例次）胃及小肠检查中，检查者控制胶囊通过幽

门，进行了十二指肠的主动检查。 本研究通过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

（2017）临伦审第（138）号］。研究获得患者及家属

的知情同意。

二、磁控胶囊内镜系统

检查所用的磁控胶囊内镜系统（中国安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胶囊机器人大小为 11.8 mm×
27.0 mm，重量为5 g，拍摄频率为2张照片/min，拍摄

视角为 140°，景深 0~30 mm，照片分辨率为（480×
480）像素，可连续工作至少8 h。

三、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在检查前一晚禁食、禁茶水及有色饮

料。行小肠检查的患者，需同时行肠道准备：年龄

≤10岁或者体质量≤40 kg的患者，服用25 ml/kg的聚

乙二醇溶液；年龄＞10岁或体质量＞40 kg的患者，

在 2 h内服用 2 000 ml聚乙二醇溶液。所有患者检

查前 1 h，饮用 10 ml西甲硅油+200 ml清水；检查前

15~30 min，饮用300~500 ml清水。

检查者记录患者信息，患者服下胶囊后，根据检

查者的指令，改变体位（左侧卧位、仰卧位、右侧卧

位，必要时可加做坐位、胸膝位），依次完成贲门、胃

底、胃体、胃角、胃窦、幽门的检查。如患者需进一步

行小肠检查，则需要再继续佩戴数据记录仪7 h。
四、观察指标

记录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胃黏膜观察率和胃

清洁度、以及胃和（或）小肠的检查时间，并观察磁控

胶囊内镜对胃及小肠病变的检出情况。检查后

随访 2周，确定胶囊是否排出体外，记录并发症及不

良事件。

本研究主观地将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

及幽门 6个部位的胃黏膜观察率评为 0~100%。如

该部位胃黏膜全部被观察到，评为 100%；如该部位

胃黏膜完全未观察到，评为0；其余依观察到胃黏膜

的比例评分。

胃清洁度由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及幽

门6个部位的清洁度评价，评价范围为0~100%。本

研究把100%及75%定义为满意清洁度。

胃检查时间定义为检查者控制胶囊来检查胃

部的时间；胃（或小肠）通过时间定义为胶囊在胃部

（或小肠）工作的时间。小肠通过率定义为检查结

束后胶囊通过回盲瓣的比例。

以上所有观察指标，行多次检查的同一例患

者，取首次检查纳入分析。

五、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由SPSS 22完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用 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用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P<0.05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胃黏膜观察率和胃清洁度

接受胃部检查的 202例患者中，有 2例因客观

因素（吞咽时间过长，且吞咽时多次咬胶囊，导致胶

囊外壳磨损，影响视野）未纳入本部分分析，因此共

200例患者纳入胃黏膜观察率和胃清洁度的统计。

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和幽门6个部位的中位

胃黏膜观察率分别为 100%、90%（75%，100%）、

100%（80%，100%）、100%、100%和100%；而达到满

意胃清洁度的患者比例分别为100.0%、76.5%（153/
200）、92.5%（185 / 200）、97.5%（195 / 200）、99.5%
（199/200）和 100.0%。胃清洁度不同评分的典型图

见图1。
二、胃和小肠检查时间

1.总体情况：共202例完成胃部检查，胃检查中

位时间为10.5（7.3，13.9）min。共112例完成小肠检

查，其中13例因检查者人为控制胶囊通过幽门而未纳

入胃通过时间的分析。胃通过中位时间为51.5（20.6，
112.0）min，小肠通过中位时间为 232.4（181.8，
321.6）min。小肠通过率为 91.1%（102/112），10例

患者检查结束后胶囊仍在小肠内。

2.性别和年龄对胃小肠通过时间的影响：对

112例完成小肠检查的患者进行分层分析发现，不

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患者，胃通过时间（排除13例
人为控制胶囊通过幽门的检查）和小肠通过时间

均接近（均P>0.05）。见表 1。≤12岁与＞12岁的患

者小肠通过率相近［91.5%（54/59）比90.6%（48/53），

P=1.000］，而男性小肠通过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95.7%（66/69）比83.7%（36/43），P=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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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灶检出情况

202例患者行胃部检查，共 38例（18.8%）检出

39处病灶，包括黏膜充血水肿发红 13例、黏膜糜烂

9例、炎性增生6例、息肉2例、黏膜颗粒样改变3例、

异位胰腺 2例、憩室和胃黏膜脱垂各 1例，另有 1例

同时检查出息肉及黏膜充血水肿发红。胆汁反流患

者因无病灶存在，不纳入统计。

共124例患者行十二指肠检查，包括112例小肠

检查，以及12例仅行胃部检查时、检查者控制胶囊通

过幽门检查了十二指肠的患者。共10例（8.1%）检出

11处病灶，包括球部溃疡 5例、球部黏膜充血水肿

2 例、水平部黏膜糜烂和水平部指状息肉各1例，另

有1例同时检查出球部溃疡及黏膜充血水肿。

112例患者行空肠和回肠检查，共30例（26.8%）

发现阳性病灶，包括溃疡14例、息肉4例、血管畸形

3例、黏膜糜烂及黏膜充血水肿各2例，另有隆起性

病变、黏膜结节样改变、黏膜花斑样改变、活动性出

血和憩室各1例。

本组病例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正常胃及小肠

道结构图像见图2，典型病灶图像见图3。
四、不良反应与并发症

所有患者在检查中均表现了较高的满意度和依

从性，无检查相关并发症及不良事件发生；所有患者

均顺利排出胶囊，无误吸、胶囊潴留、穿孔等事件发生。

讨 论

在磁控胶囊内镜的临床应用中，胃黏膜观察率

和胃清洁度直接影响检查效果。本研究发现，未成

年患者各部位中位胃黏膜观察率较高，与成人患者

相似（成人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及幽门的平均

黏膜观察率为75%~88.5%、73%~96%、88.7%~100%、

92.3%~96%、86.9%~98%、88.5%~100%［7⁃11］。本组患

者胃内各个部位的清洁度在贲门、胃底、胃体、胃角、

胃窦和幽门均达到了要求（≥75%）。总体来说，磁控

胶囊内镜对未成年患者远端胃的检查效果要优于近

端胃，远端胃的清洁度及黏膜观察率均高于近端胃，

胃窦和幽门基本可清晰并完整地观察全部。

图1 胃清洁度评分 1A.胃黏膜显示清晰，气泡或黏液对视野的影

响几乎可忽略不计，评为100%；1B.胃黏膜显示稍模糊，少量气泡或

黏液影响视野，评为 75%；1C.胃黏膜显示模糊，中等量黏液等影响

视野，评为50%；1D.胃黏膜显示差，大量黏液遮挡视野，评为25%

D1C1

A1 B1

表1 本组未成年患者性别和年龄对磁控胶囊内镜检查胃和小肠通过时间的影响

项目

胃

性别

男

女

年龄

≤12岁
>12岁

小肠

性别

男

女

年龄

≤12岁
>12岁

例数

99

59
40

54
45

112

69
43

59
53

胶囊内镜检查通过时间

［min，M（P25, P75）/min，x± s］

43.5（22.2，100.4）
57.5（19.7，158.1）

64.4（22.2，134.2）
38.3（18.0，102.4）

227.8（172.2，308.4）
260.9（193.8，300.3）

263.0±128.6
264.2±112.7

U值或 t值

1 054.000

1 009.000

1 226.000

-0.055

P值

0.369

0.148

0.123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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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小肠通过率高达91.1%，高于传统

儿童胶囊内镜检查（84%~87%）［12⁃14］；这可能与设备

的更新换代、工作时间延长有关。小肠通过率与年

龄无关，但女性患者明显低于男性患者（P=0.043）。

Westerhof等［15］及Lee等［16］研究显示，既往小肠或腹

部手术病史、住院、肠道清洁欠佳、胃通过时间长

（>45 min）、服用阿片类药物会导致小肠通过率降

低。因此，在未成年患者中，可适当延长女性患者、

住院患者、有小肠或腹部手术史等患者佩戴数据记

录仪的时间，提高小肠通过率，保证患者能完整检

查全段小肠。

本研究也证明，磁控胶囊内镜对胃及小肠的黏

膜充血水肿、糜烂、结节样改变、息肉、溃疡、憩室、

异位胰腺等病灶均能较好地检出。磁控胶囊内镜

系统诊断在成人诊断中的准确性已获多项研究证

实。Zou等［17］报道一项自身对照试验结果提示，磁

控胶囊内镜系统与传统内镜检查的诊断准确性相

近，两者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准确率分别为96.0％、

图3 磁控胶囊内镜检查典型病灶图像 3A.胃黏膜糜烂；3B.胃息肉；3C.胃憩室；3D.异位胰腺；3E.小肠溃疡；3F.小肠黏膜花斑样改

变；3G.小肠黏膜结节样改变；3H.小肠息肉

H3G3E3 F3

D3C3A3 B3

图2 磁控胶囊内镜检查正常消化道图像 2A.贲门；2B.胃底；2C.胃体；2D.胃角；2E.胃窦；2F.幽门；2G.空肠；2H.回肠

H2G2E2 F2

D2C2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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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和 91.2％。Liao等［10］使用传统的胃镜检查作

为黄金标准，发现磁控胶囊内镜的敏感性为90.4％、

特异性为 94.7％、诊断准确率为 93.4％。Qian等［18］

则比较了磁控胶囊内镜和胃镜检查检测浅表胃肿

瘤的能力，结果发现，磁控胶囊内镜对每例患者和

每个病变的敏感性分别为 100％和 91.7％。然而，

虽然磁控胶囊内镜系统在成人有着较高的准确性，

但其在未成年患者中无相关研究，本研究亦无传统

胃镜与磁控胶囊内镜的对比数据。因此，磁控胶囊

内镜系统在未成年患者中的准确性如何，仍有待在

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磁控胶囊内镜在未成年患者的应用

中，胃内各个部位清洁度和黏膜观察率均较高，患

者舒适度和安全性较好，无并发症及不良事件发

生。磁控胶囊内镜在未成年中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和安全性。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Thakkar K，El ⁃ Serag HB，Mattek N，et al. Complications of
pediatric EGD：a 4 ⁃ year experience in PEDS ⁃ CORI［J］.
Gastrointest Endosc，2007，65（2）：213⁃221. DOI：10.1016/j.gie.
2006.03.015.

［2］ Samer AM，Pfefferkorn MD，Croffie JM，et al. Complications
after outpatient upper GI endoscopy in children：30⁃day follow⁃up
［J］. Am J Gastroenterol，2003，98（7）：1508⁃1511. DOI：10.1111/
j.1572⁃0241.2003.07524.x.

［3］ Enns RA，Hookey L，Armstrong D，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lines for the use of video capsule endoscopy［J］. Gastroenterology，
2017，152（3）：497⁃514. DOI：10.1053/j.gastro.2016.12.032.

［4］ Rondonotti E，Spada C，Adler S，et al. Small ⁃ bowel capsule
endoscopy and device ⁃ assisted enteroscopy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mall ⁃ bowel disorders： 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ESGE） Technical Review ［J］.
Endoscopy，2018，50（4）：423⁃446. DOI：10.1055/a⁃0576⁃0566.

［5］ Keller J，Fibbe C，Volke F，et al. Inspection of the human
stomach using remote⁃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a feasibility
study in healthy volunteers（with videos）［J］. Gastrointest Endosc，
2011，73（1）：22⁃28. DOI：10.1016/j.gie.2010.08.053.

［6］ Liao Z，Duan XD，Xin L，et al.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magnetic
⁃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system in examination of human
stomach： a pilot study in healthy volunteers［J］. J Interv
Gastroenterol，2012，2（4）：155⁃160. DOI：10.4161/jig.23751.

［7］ Rahman I，Pioche M，Shim CS，et al. Magnetic⁃assisted capsule
endoscopy in the upper GI tract by using a novel navigation

system（with video）［J］. Gastrointest Endosc，2016，83（5）：889⁃
895. DOI：10.1016/j.gie.2015.09.015.

［8］ Rey JF，Ogata H，Hosoe N，et al. Feasibility of stomach
exploration with a guided capsule endoscope［J］. Endoscopy，
2010，42（7）：541⁃545. DOI：10.1055/s⁃0030⁃1255521.

［9］ Rey JF，Ogata H，Hosoe N，et al. Blinded nonrandomized
comparative study of gastric examination with a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endoscope and standard videoendoscope［J］.
Gastrointest Endosc，2012，75（2）：373⁃381. DOI：10.1016/j.gie.
2011.09.030.

［10］ Liao Z，Hou X，Lin⁃Hu EQ，et al. Accuracy of magnetically con⁃
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gastros⁃
copy，in detection of gastric diseases［J］.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6，14（9）：1266⁃1273. DOI：10.1016/j.cgh.2016.05.
013.

［11］ Ohta H，Katsuki S，Tanaka K，et al. Mo1513 A real ⁃ time dual
viewer（3⁃D position and endoscopic image）for magnetic naviga⁃
tion of capsule endoscopes：realizing simple，economical，quick
and accurate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J］. Gastrointestinal En⁃
doscopy，2011，73 Suppl 4：AB370⁃AB371.DOI：10.1016/ j.gie.
2011.03.812.

［12］ de′AGL，Fornaroli F，de′AN，et al. Wireless capsule endoscopy
for pediatric small⁃bowel diseases［J］. Am J Gastroenterol，2007，
102（8）：1749⁃1757. DOI：10.1111/j.1572⁃0241.2007.01209.x.

［13］ Moy L，Levine J. Wireless capsule endoscopy in the pediatric age
group：experience and complications［J］.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2007，44（4）：516⁃520. DOI：10.1097/MPG.0b013e318033
5548.

［14］ Nuutinen H，Kolho KL，Salminen P，et al. Capsule endoscopy in
pediatric patients： technique and results in our first 100
consecutive children［J］. Scand J Gastroenterol，2011，46（9）：

1138⁃1143. DOI：10.3109/00365521.2011.584900.
［15］ Westerhof J，Weersma RK，Koornstra JJ. Risk factors for

incomplete small ⁃ bowel capsule endoscopy［J］. Gastrointest
Endosc，2009，69（1）：74⁃80. DOI：10.1016/j.gie.2008.04.034.

［16］ Lee MM，Jacques A，Lam E，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complete small bowel capsule endoscopy studies［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0，16（42）：5329⁃5333. DOI：10.3748/wjg.v16.
i42.5329.

［17］ Zou WB，Hou XH，Xin L，et al. Magnetic ⁃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vs. gastroscopy for gastric diseases：a two⁃center self⁃
controlled comparative trial［J］. Endoscopy，2015，47（6）：525⁃
528. DOI：10.1055/s⁃0034⁃1391123.

［18］ Qian YY， Zhu SG， Hou X，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f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gastroscopy for diagnosing
superficial gastric neoplasia［J］. Dig Liver Dis，2018，50（10）：

1041⁃1046. DOI：10.1016/j.dld.2018.04.013.
（收稿日期：2019⁃04⁃01）
（本文编辑：朱雯洁）

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