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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80岁上消化道异物患者行内镜治

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方法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

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4日至2018年1月13日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内

镜治疗的高龄（≥80岁）、上消化道异物梗阻患者的病例资

料。共纳入患者313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93例，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例），男性92例，女性221例，男女比例

0.4∶1.0。年龄范围 80~100（84.6±3.9）岁，32例（10.2%）患者

合并相关上消化道疾病。食管上段异物梗阻 259 例

（82.7%），其中食管入口处 205例（65.5%）；108例（34.5%）异

物类型为枣核。观察内镜治疗方法及一次性成功取出率、并

发症发生及内镜处理情况。结果 301例（96.2%）在内镜下

一次性成功取出异物。12 例内镜治疗失败患者年龄为

（86.5±4.5）岁，与成功者（84.7±3.9）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1.519，P=0.130）。173例（55.3%）采用静脉全身麻醉，

264例（84.3%）单用异物钳取出异物。本组272例（86.9%）伴

有异物相关并发症，其中185例（59.1%）为黏膜充血水肿、少

量渗血等轻微并发症；20例（6.4%）为消化道溃疡或黏膜剥

脱撕裂，均未做内镜特殊处理；21例（6.7%）明显出血，1例

（0.3%）上消化道大出血，均接受了内镜下止血治疗；45例患

者伴有异物相关消化道穿孔，其中8例经内镜下金属夹夹闭

穿孔、3 例经内镜下置入食管支架扩张狭窄及封堵瘘口。

40例异物相关消化道穿孔患者接受随访，发现穿孔均愈合，

无外科手术及死亡。本组313例患者中，2例（0.6%）发生内镜

操作相关并发症，均因剧烈呕吐导致贲门黏膜撕裂，行禁食

1 d及营养支持治疗后好转，无内镜进一步处理。结论 高龄

上消化道异物患者采用内镜治疗取出异物和处理异物相关

并发症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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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活水平提高，高龄老人比重增大。此类人群

感官功能退化，多伴有基础疾病，更容易发生上消化道异物，

也更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及不良预后。上消化道异物是内

镜中心常见的临床急诊之一，常需要急诊内镜干预处理［1⁃2］。

然而，目前国内外尚无内镜治疗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异物的相

关文献报道，临床对高龄患者内镜诊疗的风险仍存在顾虑，

可能会导致治疗时机的耽误。为此，本研究总结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镜中心高龄上消化

道异物患者的内镜治疗资料，分析其安全性和可行性，以期

为临床诊疗提供理论依据，结果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

析 2014年 5月 4日至 2018年 1月 13日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内镜治疗的高龄

（≥80 岁）、上消化道异物梗阻患者的病例资料。共纳入患

者313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93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20例），男性92例，女性221例，男女比例0.4∶1.0。年龄

范围 80~100（84.6±3.9）岁，32例（10.2%）患者合并相关上消

化道疾病。本组 313例患者中，异物梗阻在食管上段者占

82.7%（259/313），异物为枣核者占34.5%（108/313）。见表1。本

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内镜治疗过程：治疗前评估：患者接受内镜治疗前均

经过充分的术前检查与评估，包括详细询问病史及查体，了

解患者既往基础疾病及长期服药情况、吞入异物时间和类

型、吞入异物后的进食情况，以及合并感染、出血、疼痛等相

关临床症状。完善常规检查和颈胸腹部影像学检查，以了解

患者全身状况及异物大致梗阻部位、尖锐情况（形态）、与周

围组织血管器官关系、是否合并穿孔及感染等。根据患者病

情必要时进一步完善上消化道造影。排除内镜治疗禁忌证。

内镜取出步骤：术前禁食6~8 h。服用利多卡因胶浆及西

甲硅油，在吸氧及心电监护严密监测生命征的情况下开展内

镜诊疗。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采用GIT 260、
GIT 290内镜系统（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内镜前置透明帽，按

常规胃镜检查方法分别依次从左右梨状窝进镜，缓慢进镜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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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察，内镜下直视异物，观察异物长度、形态、尖锐情况及消

化道组织损伤、出血、穿孔情况。根据异物形态决定采用何种

操作器械：（1）尖锐长条形异物选用异物钳松动异物一侧，使

其长轴平行管腔，将异物拖入透明帽内避免划伤组织取出；

（2）圆钝形异物可选用圈套器或异物网篮套住异物取出；

（3）食团导致的食管梗阻可内镜下将食团推送入胃内。若异

物取出失败，需要多学科协作制定进一步治疗方案。

3.并发症评估及处理：异物取出后，需要再次进镜观察

是否还有异物残留，并仔细观察创面出血、感染、穿孔等并发

症情况，进行具体处理：（1）创面糜烂破损无出血：无特殊处

理；（2）少量渗血：内镜下反复冲洗观察渗血逐渐减少可自行

停止的，无需处理，可口服黏膜保护剂；（3）反复渗血、无法自

行停止：可内镜下喷洒去甲肾上腺素止血，并使用抑酸、保护

黏膜、止血药物；（4）活动性出血：需内镜下止血夹夹闭创面、

电凝、注射硬化剂及组织胶、套扎等，观察至确切止血后方可

退镜，住院观察，禁食 24~48 h，严格观察生命征；（5）内镜下

观察有较小穿孔：可予钛夹夹闭穿孔；（6）穿孔较小合并有周

围组织化脓感染：可内镜下置入胃管行胃肠减压；（7）合并食

管癌性狭窄或较大穿孔：可置入食管支架进行扩张、封堵。

所有穿孔患者均需住院观察，严格禁食，行营养支持和抗感

染治疗，严密随访直至穿孔闭合，感染控制。对于活动性出

血、穿孔感染患者，常规叮嘱患者2个月内复查胃镜。

4.观察指标：由一名高年资主治医师收集相关临床数

据，评价内镜治疗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异物的安全性和可行

性，主要观察指标为：内镜一次性成功取出率、治疗方法、并

发症发生及内镜处理情况。

5.统计学方法：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20.0对数据进

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 s进行描述；计数

资料组间差异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P<0.05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内镜取出异物的情况：全组有 301例（96.2%）患者内

镜一次性成功取出异物。12例失败病例中，6例不能配合操

作，改为静脉全身麻醉后成功取出异物；4例由于异物位置

固定、与动脉关系密切，于胸外科食管镜下取出；1例异物梗

阻于咽喉部，口腔科直视下取出；1例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

脉曲张，异物嵌顿胃窦，于普通外科行胃切开。进一步分析，

内镜治疗失败组年龄为（86.5±4.5）岁，与成功组（84.7±3.9）岁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19，P=0.130）。

全组 138例（44.1%）患者采用咽部局部麻醉，其中 59例

（42.8%）为班内时间；173例（55.3%）患者采用丙泊酚静脉全

身麻醉，其中 167例（96.5%）为班内时间；2例（0.6%）患者采

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其中1例异物与主动脉关系密切，1例
患者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操作过程中突发上消化道

大出血。

本组患者中，264例（84.3%）单用异物钳抓取异物，21例

（6.7%）单用异物网篮，6例（1.9%）单用圈套器，19例（6.1%）

需异物钳配合网篮或圈套器等多种器械，3例（1.0%）采用

超细胃镜配合多种器械抓取异物。因食物团块导致梗阻的

32例患者中，56.2%（18/32）伴有上消化道狭窄的基础疾病，

59.4%（19/32）需用到除异物钳外的多种器械治疗。

2.内镜处理并发症情况：本组 272例（86.9%）患者伴有

异物相关并发症，采用内镜处理并发症后均康复，具体情况

如下。

（1）轻微并发症：185 例（59.1%）患者伴有黏膜充血水

肿、糜烂、黏膜擦伤、少量渗血等轻微并发症，均无内镜特殊

处理，流质饮食12 h，口服黏膜保护剂后好转。

（2）消化道穿孔并诱发感染或气胸：45例患者伴有异物

相关消化道穿孔，其中25例（55.6%)为枣核异物。45例消化

道穿孔患者中，8例接受了内镜下金属夹夹闭穿孔的缝合治

疗，3例食管癌性狭窄合并食管瘘患者接受内镜下置入食管

表1 本组313例≥80岁上消化道异物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

临床病例资料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80~84
85~89
90~94
≥95

就诊时间

班内时间 a

班外时间

合并相关上消化道疾病

食管狭窄

食管及贲门癌

食管憩室

食管或胃大部切除术后

重度食管静脉曲张

异物出现梗阻部位

咽喉部及梨状窝

食管上段

食管入口处

食管中段

食管下段及贲门

胃及胃肠吻合口

十二指肠

异物类型

枣核

鱼骨（刺）

其他动物骨

食物团块

药物包装

假牙

其他

例数（%）

92（29.4）
221（70.6）

176（56.2）
94（30.0）
38（12.2）
5（1.6）

229（73.2）
84（26.8）

8（2.6）
14（4.5）
4（1.3）
4（1.3）
2（0.6）

11（3.5）
259（82.7）
205（65.5）
19（6.1）
8（2.6）
8（2.6）
8（2.6）

108（34.5）
99（31.6）
44（14.1）
32（10.2）
12（3.8）
8（2.6）

10（3.2）
注：a班内时间为工作日07∶30—17∶30及周六上午7∶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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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扩张狭窄及封堵瘘口，其余 34例穿孔患者取出异物后

无内镜特殊处理。所有穿孔患者均入院观察，禁食，行抗感

染和营养支持治疗。40例患者于3个月内复查胃镜，发现穿

孔均愈合，无外科手术及死亡病例。

（3）消化道溃疡或黏膜剥脱撕裂：20例（6.4%）患者伴有

消化道溃疡或黏膜剥脱撕裂，均无内镜特殊处理，流质饮

食 3 d，口服抑酸药物及黏膜保护剂 2周后痊愈。

（4）局部出血：21例（6.7%）患者伴有明显出血，均接受

了内镜下止血治疗，包括喷洒去甲肾上腺素（12例次）、止血

夹夹闭（10 例次）、电凝止血（4 例），注射硬化剂及套扎

（1 例），均内镜下止血成功。禁食 24~48 h，住院观察，内镜

治疗后无再出血病例。

（5）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0.3%）患者因异物损伤导致

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内镜下行胃底曲张静脉组织胶

注射及食管曲张静脉套扎加注射硬化剂治疗，止血成功，术

后予降低门脉压力、抑酸等处理，1周后平稳出院。

本组 313例患者中，2例（0.6%）发生内镜操作相关并发

症，均因剧烈呕吐导致贲门黏膜撕裂，行禁食1 d及营养支持

治疗后好转，无内镜进一步处理。

三、讨论

本研究回顾总结两个中心平均年龄 84.6岁的 313例高

龄上消化道异物患者的内镜治疗经验，旨在为国内内镜治疗

高龄患者的临床实践提供数据参考。

本组高龄患者男女比例 0.4∶1.0，明显低于普通人群报

道（1.5∶1.0），这与高龄人口性别构成比相关［3］。国外的研究

表明，30%上消化道异物患者伴随着如食管狭窄、食管裂孔

疝、贲门失弛缓症等基础疾病［4］；而本组患者中仅10.2%合并

相关的上消化道疾病，这是由于高龄老人因牙齿脱落、注意

力减退，更容易出现误吞造成上消化道异物的情况。与文献

报道上消化道异物滞留于食管的比例为 70%~75%相比，本

组高龄患者滞留食管的比例更高，尤其是食管入口处

（65.5%），这与高龄患者吞咽功能减退有关，异物无法排空并

通过食管第一个狭窄处［4］。鱼骨及其他动物骨是我国普通

人群上消化道最常见的梗阻异物，而本组最常见的梗阻异物

是枣核，考虑与高龄老人好食枣类养生有关［5⁃6］。

目前国内外报道内镜下异物取出的成功率为 80.2%~
100%［1，5，7］。本组高龄患者一次性取出异物的成功率为

96.2%（301/313），且内镜治疗成功后均康复，疗效肯定。进

一步分析显示，本组患者内镜治疗成功与否与年龄无明显关

系（P=0.130）。
静脉麻醉作为内镜治疗的辅助手段，可以避免患者因内

镜刺激引起的过大反应，缩短治疗时间，提高异物取出的成

功率［4⁃5］。高龄患者理解力下降，往往无法配合，更需要在良

好的麻醉状态下进行内镜操作。但高龄患者多合并心肺功

能不全，对静脉麻醉耐受性差，麻醉风险高，因此需要充分的

麻醉前评估。本组55.3%患者采用丙泊酚静脉麻醉，均未出

现麻醉相关并发症；但由于班外时间无麻醉医师配合内镜诊

疗，故多为班内时间操作（96.5%）。

本组内镜取出异物常规安装透明帽，可以获得更好的操

作视野，降低尖锐异物引起的消化道管壁损伤［8］。已有研究

显示，鼠齿钳和圈套器是最常用的取出器械，分别占所有器

械的 24%~46.6%和 4%~23.6%［7，9］。本组患者中单用异物钳

的比例高达 84.3%，而圈套器的比例相对较低（1.9%），考虑

高龄老人异物类型以枣核及鱼骨为主，使用异物钳简便且易

操作。对于个别合并上消化道基础疾病、异物梗阻取出困难

的高龄患者，也常需要配合多种取出器械。

上消化道异物的并发症及其处理也是内镜医师所关注

的问题。徐晖等［5］总结了国内多个内镜中心3 968例上消化

道异物患者的数据显示，并发症发生率 39.42%，其中

93.09% 为黏膜轻微擦伤，12.14% 合并轻度活动性出血，

0.96%术后小穿孔，1.34%食管瘘。本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为86.9%，消化道穿孔合并感染的发生率高达14.4%，明显高

于普通人群。分析其可能原因：（1）高龄患者机体功能退化，

合并较多基础疾病，上消化道异物所带来的打击更大；（2）本
组患者异物梗阻于食管入口比例高，此处是食管全程最薄弱

的部位，特别是后壁，最易发生穿孔；（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内镜中心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镜中心分别是全

国和区域的顶尖内镜诊疗中心，大部分患者由下级医院转

入，病情相对较重且复杂。本组内镜治疗相关并发症为2例

（0.6%），均因患者剧烈呕吐导致贲门黏膜撕裂，无需特殊处

理，均自行愈合。

随着内镜外科技术的发展，内镜下的止血和缝合技术将

更好处理并发症［10⁃11］。本组中明显出血的患者均在内镜下

成功止血，24.4%（11/45）发生消化道穿孔的患者接受内镜下

金属夹夹闭的缝合治疗或全覆膜支架进行封堵治疗。随访

发现，消化道穿孔的患者在接受内镜处理后，无外科手术病

例，均经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等内科综合治疗康复，考虑为

大部分患者为枣核、鱼刺等小尖异物引起小穿孔，此类穿孔

保持引流通畅往往也容易自行愈合［12］。

综上所述，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异物有其独特的临床特

点，内镜治疗成功率高，操作简便，使用器械较为单一经济，

可及时处理并发症，安全有效，应作为首选。当然，本研究是

回顾性分析，相关临床资料如异物在消化道滞留时间等无法

统计，部分病情极危重的患者可能直接接受外科治疗，加之

高龄患者有一定比例拒绝来医院就诊，且上消化道异物存在

地域差异，这些均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对于并发症的处理如

消化道穿孔也可以更积极的尝试内镜下缝合技术。因此需

要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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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顾性调查分析林奇综合征家系的临

床特征，并总结该病的诊疗经验及风险管控。方法 收集一

个家族多例结直肠癌、卵巢癌成员的临床资料，绘制系谱图；

筛选先证者行基因检测，明确突变位点；进一步对家系成员

进行突变位点的基因筛查及访谈，分析疾病临床特征，诊疗

及风险管控。结果 该家系五代共 36人，已连续 4代 10人

发病，其中8例结直肠癌，2例卵巢癌；9例接受手术治疗。先

证者筛查26个遗传性结直肠癌相关基因位点，明确为MLH1
突变，确诊林奇综合征。家系 13人接受该位点检测，其中 8
人证实为突变基因携带者（5人已发病）。结论 有多个成

员罹患肿瘤的家族，需警惕包括林奇综合征在内的遗传性

疾病风险，并应进行相应遗传背景筛查，携带者需纳入风险

管控。

【关键词】 林奇综合征； 结直肠癌，遗传性； 错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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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综合征是一种由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
MMR）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该综合征有较高罹

患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阳性携带者结直肠癌和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分别为80%和60%，其他肿瘤的发生也

高于普通人群［1⁃2］。林奇综合征的结直肠癌患者，占所有结

直肠癌的2%~3%［2］。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通外科

对一个林奇综合征家族进行了家系调查并回顾性分析，报告

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该家族 5代共 36人，其中 10人患癌，其中

8 人患结直肠癌，2人患卵巢癌，有 9人接受手术治疗。至

2018年 1月健在 31人，5人死亡，其中 2例因结肠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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