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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袁有助于刺激肠道的蠕动遥 部分的便秘与结肠炎症有关袁

治疗结肠炎症有利于便秘的改善 袁我们选用甲硝唑尧庆大霉
［９］

素尧地塞米松杀灭大肠杆菌等有害细菌袁使肠道环境有利于
有益菌群的生长袁改善肠道菌群袁促进结肠炎症的消失尧肠功
能恢复袁通过 Ａ尧Ｂ 两组患者的临床研究对比表明袁结肠水疗
及胃肠动力药对 ＣＦＣ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袁 如联合治疗效果
更好遥 经结肠水疗后袁ＣＦＣ 治愈后复发率低袁克服了患此病患
者需长期服胃肠动力药的不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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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临床经验窑

上消化道出血 ２３５ 例诊治失误分析
骆楚钢
揖摘要铱 目的 分析基层医院上消化道出血诊断和治疗过

出血病例 ２３５ 例作为研究对象袁所有病例均为首次上消化道

程中的失误袁为临床诊治上消化道出血提供借鉴的经验遥 方

出血遥其中男性 １５１ 例袁女性 ８４ 例袁平均年龄 ５３．６ 岁渊２１ 耀 ８６

法 对确诊为上消化道出血的 ２３５ 例患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

岁冤遥 最后确诊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为消化性溃疡 １０２

性分析遥 结果 诊断中的失误表现为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不
仔细袁 对于全身疾病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易漏诊原发病袁对

例 渊其中胃溃疡 ４９ 例尧 十二指肠溃疡 ４４ 例尧 复合性溃疡 ９

例冤袁急性胃黏膜病变 ４２ 例袁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

早期的患者病情仅根据血红蛋白值来判断以及不重视急诊

２５ 例袁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症 １１ 例袁消化道肿瘤 ２６ 例渊其中食

胃镜检查曰 治疗中的失误表现为对患者的饮食指导存在偏

管癌 ６ 例尧胃癌 １５ 例尧十二指肠癌 ２ 例尧胃息肉 ３ 例冤袁Ｄｉｅｕ原

差袁不重视胃管或三腔二囊管的应用袁过分依赖一般止血剂

ｌａｆｏｙ 病 １ 例袁原因不明 ２８ 例遥

的应用而轻视 Ｈ ２ 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的应用袁 肝硬
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患者使用垂体后叶素剂量过小袁输

二尧临床表现

发病前有消化道症状或者相关疾病史的 １６９ 例 渊病程 ２

血前不合理应用地塞米松袁外科会诊指征掌握不准曰轻视出

月 耀 １４ 年袁平均 ４．７ 年冤袁其余 ６６ 例在出血前无消化道症状

院前患者健康教育和后续治疗遥 结论 提高对上消化道出血

或者相关疾病史遥 ２３５ 例病人发生出血过程中主要临床表现

的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的正确认识是减少临床失误的关键遥
揖关键词铱 上消化道出血曰诊断曰治疗曰失误

为腹痛 １６５ 例 渊７０．２％冤袁 便血 ９４ 例 渊４０．０％冤袁 呕血 ７４ 例

渊３１．５％冤袁头昏 ４２ 例渊１７．９％冤袁发热 ２２ 例渊９．４％冤袁腹部包块 ９

例渊３．８％冤袁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同时有 ２ 种以上主要症状遥有 ３
上消化道出血是内科常见急危重症遥 现将我科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耀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间收治的 ２３５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
诊治情况以及存在的失误袁作如下报告遥
临床资料

例早期仅表现为口干尧烦躁尧血压低遥 经诊断尧治疗后确认的
病情分级［１］为院轻症 ５６ 例袁中度 １１１ 例袁重度 ６８ 例遥
结

果

诊断过程中袁早期表现为口干尧烦躁和血压偏低的 ３ 例

一尧一般资料

患者均误诊为其它疾患遥 急性胃黏膜病变 ４２ 例中 ２９ 例有服

选择我院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耀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确诊的上消化道

用非甾体类药物史袁但在早期问诊中未问出此类用药史者 １３
例渊４４．８％冤遥 急性胃黏膜病变中有 ６ 例最后确定为应激性溃

作者单位院７１３７００ 陕西省泾阳县医院内科

疡袁其中小脑出血 １ 例尧丘脑出血 ２ 例尧脑梗死 ３ 例袁早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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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单纯的上消化道出血遥 病情程度判断中袁早期仅根据
血红蛋白值将 ５ 例重度患者判断为轻尧中度患者遥２３５ 例患者
出血 ２４ 耀 ４８ 小时进行胃镜检查者仅 ８２ 例渊３４．９％冤袁找到出
血原因 ８０ 例渊９７．６％冤袁出血 ４８ 小时至 １ 周内进行胃镜检查

这种补偿作用一般在出血后数小时至数日内完成袁平均出血
后 ３２ 小时袁血红蛋白可稀释到最大程度［２］遥 在本组判断失误

的 ５ 例患者中袁有一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袁出血当天就诊时
血红蛋白为 ８９ ｇ／Ｌ袁住院后经输血 ８００ ｍｌ 后病情稳定袁可次

１２５ 例渊５３．２％冤袁找到出血原因 １０８ 例渊８６．４％冤袁１ 周后胃镜检

日血红蛋白复查为 ７５ ｇ／Ｌ袁患者家属认为输血无效尧医生治

查 ２８ 例渊１１．９％冤袁找到出血原因 １９ 例渊６７．９％冤遥 对于原因不

疗有误袁并引起医疗纠纷袁教训深刻遥 本组胃镜检查资料显

明 ２８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袁为了慎重起见袁进一步行全消化

示院２３５ 例患者进行急诊胃镜检查者病因发现率达 ９７．６％袁而

道钡餐透视和结肠镜检查袁排除了下消化道病变遥

出血 ４８ 小时至 １ 周以及 １ 周后病因发现率分别为 ８６．４％和

治疗过程中袁 有呕血症状的 ７４ 例患者袁 其中 ５５ 例

渊７４．３％冤给予禁食袁１６１ 例无呕血症状者有 ５３ 例渊３２．９％冤给

６７．９％袁说明急诊胃镜检查对确诊疾病的重要性袁而本组急诊
胃镜检查患者仅占 ３４．９％袁所以基层医师应重视急诊胃镜检

予禁食袁所有出血停止的患者仍继续禁食者 ３９ 例渊１７．０％冤遥

查袁积极做好患者和家属的工作袁克服患者对胃镜检查的恐

在抢救中尧重度的 １７９ 例患者中袁有 ５ 例在入院后 １０ 分钟内

惧心理袁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袁尽早在发病后 ２４ 耀 ４８ 小时进

未建立静脉通路而影响了抢救遥 中度患者均未下胃管袁重症

行胃镜检查袁以提高对出血的原发病确诊率遥

下胃管者仅 ６ 例遥２５ 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患者下三腔二

本组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失误统计资料显示院有呕血症状

囊管者仅 ３ 例遥２３５ 例患者应用一般止血药物如止血敏尧抗血

患者禁食比例 ７４．３％袁无呕血症状者禁食比例 ３２．９％袁出血停

纤溶芳酸尧维生素 Ｋ１ 等比例为 ２１９ 例渊９３．２％冤曰而 １５５ 例消

止后患者仍继续禁食者比例 １７．０％遥 我们应该明确院合理的

化性溃疡尧急性胃黏膜病变和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症所致的出

饮食有助于止血袁促进康复袁相反饮食不当可诱发和加重出

血患者用 Ｈ２ 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者 １０３ 例渊６６．５％冤遥

血遥 一般对呕血患者需禁食袁而对于溃疡病少量出血者可给

２５ 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患者袁早期抢救时每日垂体后叶

冷流质袁这样既可增加热量及营养袁补偿血浆蛋白的损失袁又

素用量仅 １０ 耀 ２０ Ｕ 者达 ９ 例遥 在中尧重度的 １７９ 例患者中袁

可提高胃壁张力袁压迫血管使出血停止袁同时还可中和胃酸

共输血 ２６１ 次袁 其中输血前常规应用地塞米松 ５ 耀 １０ ｍｇ 静

保护溃疡面袁使之早期愈合袁防止再度出血遥 有 ５ 例中尧重度

脉输入 ２１５ 次渊８２．４％冤遥 本组共死亡 ６ 例袁死亡的 ６ 例中袁有

患者抢救时袁静脉通路在 １０ 分钟内未及时建立袁这些患者往

３ 例已经有手术指征未及时请外科会诊遥

往伴有休克症状袁而休克患者血管萎陷袁有些患者还伴有烦

对于上消化道出血停止的 ２２９ 例患者袁经过电话或者入

躁不安袁增加了穿刺的难度袁这就要求护士应加强穿刺基本

户随访袁 出院前对患者能做到详细康复指导的仅有 １０６ 例

功的训练袁能在第一时间用粗针头建立有效静脉通路袁为抢

渊４６．３％冤遥

救患者赢得时间袁对于极其危重的病人袁可行静脉切开遥 重症
讨 论

本组临床诊断过程中的失误统计资料显示院 ３ 例早期表

患者下胃管者仅 ６ 例遥２５ 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下三腔二
囊管者仅 ３ 例遥 对于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袁最好常规留置鼻
胃管袁这样便可随时抽取胃内容物判定出血是否停止袁并可

现为口干尧烦躁尧血压下降的患者均误诊曰服用非甾体类药物

向胃内灌注药物袁提高止血效果遥 针对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

所致的急性胃黏膜病变问诊遗漏服药史者达 ４４．８％曰６ 例应

裂所致的大出血袁应放置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袁此种止血方

激性溃疡早期均误诊为单纯的上消化道出血遥 因此袁细心询
问出血前的消化道相关症状尧发病诱因袁并进行细致的体格

法作用迅速袁操作简单 袁效果可靠袁适合在基层医院常规使
用遥 ２３５ 例患者应用一般止血药物比例达 ９３．２％遥 而 １５５ 例均

检查袁以及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袁是诊断上消化道出血的

需应用 Ｈ ２ 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者使用率仅 ６６．５％遥在

关键遥 对于患者已有口干尧出汗尧血压下降等休克表现时袁接

上消化道出血中袁 有些医生常常习惯使用大剂量一般止血

诊医师应该意识到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能袁 在排除心源性尧感

剂袁而少用甚至不用抑酸剂和渊或冤降低门静脉压力药物遥 实

染性和过敏性休克的同时袁若发现肠鸣音活跃袁肛检有血便袁

践证明袁上述一般止血药物对上消化道出血的止血作用疗效

则提示消化道出血袁应尽快确诊遥 对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袁应

甚微［３］ 袁滥用此类药物尤其是抗纤溶类止血药导致老年人发

将询问服用非甾体类药物史作为常规问诊内容遥 更应注意临

生心肌梗死 ［４］和脑梗死 ［５］的病例也时有报道遥 而要达到止血目

床思维不能把出血原因局限在消化道本身疾病袁而忽视了全

的袁应针对病因用药袁对因消化性溃疡尧急性胃黏膜损害尧食

身性疾病的可能袁致使一些急性脑血管病尧血液病等原发疾

管贲门黏膜撕裂症尧门脉高压性胃病等所致的出血应该用抑

病延误诊断遥 本组有 ５ 例早期仅根据血红蛋白值将重度患者

酸剂袁对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应该用垂体后叶素或

判断为轻尧中度患者袁对于早期失血量评估不能仅根据数值

生长抑素遥２５ 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垂体后叶素用量不足

较高的血红蛋白测定值就草率地认为患者出血量少尧 病情

９ 例遥 对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袁 垂体后叶素由于价廉有

轻袁应该结合其它症状和体征进行综合评估袁必须明确急性

效袁为基层医院常用药物袁大剂量治疗有效率为 ７５．９％遥 剂量

大出血后因有周围血管收缩与红细胞重新分布等生理调节袁

为院０．２ 耀 ０．４ Ｕ／ｍｉｎ 静滴袁止血后改为 ０．１ 耀 ０．２ Ｕ／ｍｉｎ 维持静

血红蛋白尧红细胞和血细胞压积的数值可无变化遥 不久袁大量

滴袁８ 耀 １２ 小时后酌情停药遥 但由于某些医生知识老化袁用药

组织液渊包括水分尧电解质尧蛋白质等冤渗入血管内以补充失

剂量偏小袁常常达不到止血效果袁应引以为戒遥 在本组中袁输

去的血浆容量袁 此时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因稀释而数值降低遥

血前应用地塞米松 ５ 耀 １０ ｍｇ 静脉输入占 ８２．４％遥 在基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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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袁常规用地塞米松预防输血反应遥 本组 １ 例十二指肠球部

脉压力的药物袁并避免吃粗糙食物遥 对消化道肿瘤患者和有

溃疡大出血患者袁经过积极救治后仍反复出血不止遥 经过仔

关科室协商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遥 对出血原因不明者建议患

细分析袁 发现问题就出在每次给患者输血都用地塞米松上袁

者定期来院复查遥

经及时纠正袁患者病情迅速稳定遥 须知肾上腺皮质激素可以

从以上分析来看袁基层医院在上消化道出血的诊治中存

导致溃疡面积扩大尧加深袁严重者发生出血尧穿孔袁对于活动

在较多的失误袁只有基层医务人员重视接受继续教育袁提高

性消化性溃疡是禁止使用的遥 本组有 ３ 例已经有手术指征未

对上消化道出血诊疗方法的正确认识袁善于从失误中得到教

及时请外科会诊而导致死亡袁说明主管医师对手术指征掌握

训和启发袁对于接诊的每一位患者袁仔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

不够遥 对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袁经非手术治疗仍不能控制

查袁结合实验室和内镜检查结果袁及时明确诊断袁合理用药袁

出血者袁应做紧急静脉曲张结扎术袁如能同时作门体静脉分

有临床指征时袁及时请外科医生或内镜医生会诊袁寻求手术

流手术或断流术可能减少复发率曰对溃疡病出血袁当超过 ４８

治疗或者内镜下治疗袁并应做好出院前的健康教育和后续治

小时仍不能停止曰２４ 小时内输血 １ ５００ ｍｌ 仍不能纠正血容

疗指导袁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临床失误遥

量尧血压不稳定曰保守治疗期间发生再次出血者曰内镜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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