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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诊治指南（２００９，杭州）
《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会《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委会

＞１２０次／ｍｉｎ，收缩压＜９０舢Ｈｇ（１

一、定义
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ｕｔｅ

ｎｏｎｖａｒｉｃｅａｌ ｕｐ．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或

基础收缩压降低＞３０咖Ｈｇ、血红蛋白＜５０昏／Ｌ等。应先迅

ｇ酗ｔｍ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ＶｕＧＩＢ）系指屈氏韧带以上消

速纠正循环衰竭后再行内镜检查。危重患者内镜检查时应

化道非静脉曲张性疾患引起的出血，包括胰管或胆管的出血

进行血氧饱和度和心电、血压监护。（３）应仔细检查贲门、

和胃空肠吻合术后吻合口附近疾患引起的出血，年发病率为

胃底部、胃体小弯、十二指肠球部后壁及球后等比较容易遗

（５０—１５０）／１０万，病死率为６％一１０％旧…。

漏病变的区域。对检查至十二指肠球部未能发现出血病变

ｐｅｒ

二、ＡＮＶｕＣＩＢ的诊断

者，应深插内镜至乳头部检查。若发现有２个以上的病变，

１．症状及体征：患者出现呕血和（或）黑便症状，可伴有

要判断哪个是出血性病灶。

头晕、面色苍白、心率增快、血压降低等周围循环衰竭征象，

４．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Ｊ：是指经常规内镜（包括胃镜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诊断基本可成立。部分患者出血世较大、

与结肠镜）不能明确病因的持续或反复发作的出血。可分

肠蠕动过快也可出现血便。少数患者仅有周围循环衰竭征

为隐性出血和显性出血，前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缺铁性贫血

象，而无显性出血，此类患者不应漏诊。

和粪隐血试验阳性，而后者则表现为呕血和（或）黑便、血便

２．内镜榆查：无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并在上消化道发现
有出血病灶，ＡＮＶＵＧＩＢ诊断町确立。
３．应避免下列情况误诊为ＡＮＶｕＧＩＢ：某些口、鼻、咽部

等肉眼可见的出血。可做下列检查：（１）仍有活动性出血的
患者，应急诊行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或放射性核素扫描
（如”锝标记患者的红细胞），以明确出血部位和病因，必要

或呼吸道病变出血被吞入食管，服某些药物（如铁剂、铋剂

时同时作栓塞止血治疗。（２）在出血停止，病情稳定后可作

等）和食物（如动物血等）引起粪便发黑。对可疑患者可行

小肠钡剂造影。（３）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考虑做胶囊内镜或

胃液、呕吐物或粪便隐血试验。

单（双）气囊小肠镜检查，以进一步明确小肠有否病变。（４）

三、ＡＮＶＵＧＩＢ的病因诊断

对经各种检查仍未能明确诊断而出血不止者，病情紧急时可

１．ＡＮＶｕＧＩＢ的病因：多为上消化道病变所致，少数为

考虑剖腹探查，可在术中结合内镜检查，明确出血部位。

胆胰疾患引起，其中以消化性溃疡、上消化道肿瘤、应激性溃
疡、急慢性上消化道黏膜炎症最为常见。服用非甾体消炎药
（ＮｓＡＩＤｓ）、阿司匹林或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是引起上

四、ＡＮＶｕＧＩＢ的定性诊断
对内镜检查发现的病灶，如怀疑恶性可能。只要情况许
可，应在直视下进行活组织检杳以明确病灶性质。

消化道出血的重要病因一Ｊ。少见病因的有Ｍａ儿ｏｒｙ．ｗｅｉｓｓ综

五、出血严重度与预后的判断

合征、上消化道血管畸形、Ｄｉｅｕｌａｆｏｙ病、胃黏膜脱垂或套叠、

１．实验室检查：常用项目包括胃液、呕吐物或粪便隐血

急性胃扩张或扭转、理化和放射损伤、壶腹周围肿瘤、胰腺肿
瘤、胆管结石、胆管肿瘤等。某些全身性疾病，如感染、肝肾
功能障碍、凝血机制障碍、结缔组织病等也可引起本病。
２．重视病史与体征在病因诊断中的作用：如消化性溃

试验、外周血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压积（Ｈｃｔ）
等。为明确病因、判断病情和指导治疗，尚需进行凝血功能
试验、血肌酐和尿素氮、肝功能、肿瘤标志物等检查。
２．失血餐的判断：病情严重度与失血量呈正相关，因呕

疡有慢性反复发作上腹痛史；应激性溃疡患者多有明确的应

血与黑便混有胃内容物与粪便，而部分血液贮留在胃肠道内

激源；恶性肿瘤患者多有乏力、食欲不振、消瘦等表现；有黄

未排出，故难以根据呕血或黑便量判断出血幢。常根据临床

疸、右上腹绞痛症状应考虑且日道出血。
３．内镜检查是病因诊断中的关键：（１）内镜检查能发现
上消化道黏膜的病变，应尽早在出血后２４—４８ ｈ内进行，并
备好止血药物和器械。（２）有循环衰竭征象者，如心率

综合指标判断失血量的多寡，如根据血容餐减少导致周围循
环的改变（伴随症状、脉搏和血压、实验室检查）来判断失血
量，休克指数（心率／收缩压）是判断失血量的重要指标（表
１）。体格检查中可以通过皮肤黏膜色泽、颈静脉充盈程度、
神志和尿量等情况来判断血容量减少程度，客观指标包括中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ｊ．ｉｓ∞．１００７－５２３２．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ｌ

心静脉压和血乳酸水平。大量出血是指出血量在１０００ １１１ｌ以

整理者单位：２００４３３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科

上或血容量减少２０％以上，急需输血纠正。

（李兆申、杜奕奇、湛先保）
通信作者：李兆申，Ｅｍａｉｌ：ｚＩＩｓｌｉ＠８１８９０．ｎｅＩ

万方数据

３．活动性出血的判断：判断出血有无停止，对决定治疗
措施极有帮助。如果患者症状好转、脉搏及血压稳定、尿量

一４５０一

表ｌ

注：休克指数＝心率／收缩压；ｌ咖Ｈｇ＝０．１３３

上消化道出血病情严重程度分级

ｋＰａ

足（＞０．５ ＩＩｌｌ·ｋｇ～·ｈ。），提示出血停止。大量出血的患者

度。年龄超过６５岁、伴发重要器官疾患、休克、血红蛋白浓

可考虑留置并冲洗胃管，对判断是否有活动性出血有帮助。

度低及需要输血者的再出血危险性增高。无肝肾疾患者的

（１）临床上，下述症候与实验室检查均提示有活动性出血：

血尿素氮、肌酐或血清转氨酶升高者，病死率增高。（２）

①呕血或黑便次数增多，呕吐物呈鲜红色或排出暗红血便，

ＲｏｃｋａＩｌ评分系统分级（表２）：Ｒｏｃｋａｌｌ评分系统仍是目前临

或伴有肠鸣音活跃；②经快速输液输血，周围循环衰竭的表

床广泛使用的评分依据，该系统依据患者年龄、休克状况、伴

现未见明显改善。或虽暂时好转而又再恶化，中心静脉压仍

发病、内镜诊断和内镜下出血征象５项指标，将患者分为高

有波动，稍稳定又再下降；③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测定与
Ｈｃｔ继续下降。网织红细胞计数持续增高；④补液与尿鼍足

危、中危或低危人群¨Ｊ。（３）Ｂｌａｔｃ‰ｒ；ｄ评分系统分级
（表３）：Ｂｌａｔｃ‰ｒｄ评分包含了血尿素氮、血红蛋白等实验室

够的情况下，血尿素氮持续或再次增高；⑤胃管抽出物有较

检查信息，其价值也逐渐得到认可【８…。

多新鲜血。（２）内镜检查时如发现溃疡出血，可根据溃疡基

六、ＡＮＶＵＧＩＢ的治疗

底特征来判断患者发生再出血的风险，凡摹底有血凝块、血

应根据病情、按照循证医学原则行个体化分级救治，高

管显露者易于再出血，内镜检查时对出血性病变应作改良的

危ＡＮＶｕＧＩＢ的救治应由相关学科协作实施。推荐的诊治

Ｆｏ玎ｅ８ｔ分级（图ｌ一６）∞Ｊ。

流程见图７。

４．预后的评估：（１）病情严重程度分级：一般根据年
龄、有无伴发病、失ｆｆｆ【蹙等指标将ＡＮＶｕＧＩＢ分为轻、中、重

围ｌ一６出血性消化性溃殇的改良Ｆｏ—ｓｔ分缀。分别为Ｆｏ玎ｅｓｔ

Ｉ

（一）出血征象的监测
１．症状和实验审榆杳：记录呕血、黑便和便血的频度、

ａ（喷射样出血）、Ｆｏｒｒｅｓｔ ｔｂ（活动性渗血）、ＦｏｍｓｔⅡａ（血管裸露）、Ｆｏｒｒｅ８ｔ

Ⅱｂ（血凝块附着）、Ｆ钿ｍｔⅡｃ（黑色基底）、Ｆ叫嘲Ⅲ（基底洁净），推荐对Ｆ仰＿ｅ８ｔ分级Ｉ ａ一Ⅱｂ的出血病变行内镜下止血治疗（图片由香港
中文大学Ｊｍｅｓ 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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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４５ｌ一

表２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Ｒ０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和死亡危险性评分

注：４收缩压＞１００

ｍｍ

Ｈｇ（１衄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心率＜１００次／ＩＩｌｉｎ；“收缩压＞１００ ｍ Ｈｇ，心率＞１００次／ｎｌｉｌＩ；。收缩压＜１００ ｍ Ｈｇ，心率

＞１００次／Ｈｌｉ“；积分≥５分为高危，３—４分为中危，Ｏ一２分为低危

表３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Ｂｌａｌｃ‰ｒｄ评分

Ｉ急性上消化道出血ｌ
‘

●

内镜榆查与内镜治疗

＋

ｌ液体复苏，ＰＰＩｓ早期应用ｌ

／／Ｉ＼＼

临床评估

／＼＼

不明原冈｜｜静脉曲张旧Ｅ静脉曲张Ｈ病情严重程度分级｝一
ｌ
Ｊ
进一步检查０相应处理ｌ

ｌ高危患矧
ｌ
Ｉ雷痒螈栌Ｉ

慨危患者ｌ

／／＼＼
ｌ其他综合治疗

蕈复内镜治疗
放射介入治疗
手术治疗

失败

静脉大剂量ＰＰＩｓｌ

意曲
一一

．１即ｋ卉Ｈ

ＲＡ

．１原发病治疗及随访ｋ—

ｍｓ：质子泵抑制剂；Ｈ２ＲＡ：Ｈ２受体拮抗剂
图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诊治流程
注：积分≥６分为中高危，＜６分为低危；ｌ

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间内输入足量液体，以纠正循环血量的不足。对高龄、伴心
颜色、性质、次数和总量，定期复查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

肺肾疾病患者，应防止输液量过多，以免引起急性肺水肿。

Ｈｃ￡与血尿素氮等，需要注意Ｈｃｔ在２４～７２ ｈ后才能真实反

对于急性大量出血者，应尽可能施行中心静脉压监测，以指

映出血程度。

导液体的输入量。下述征象对血容量补充有很好的指导作

２．生命体征和循环状况：监测意识状态、脉搏和血压、

用：意识恢复；四肢末端由湿冷、青紫转为温暖、红润，肛温与

肢体温度、皮肤和甲床色泽、周围静脉特别是颈静脉充盈情

皮温差减小（１℃）；脉搏由快弱转为正常有力，收缩压接近

况、尿量等，意识障碍和排尿困难者需留置导尿管，危重大出

正常，脉压差大于３０哪Ｈｇ；尿量多于０．５

血者必要时进行中心静脉压、血清乳酸测定，老年患者常需

中心静脉压改善。

心电、血氧饱和度和呼吸监护。

Ｉｎｌ·ｌ【ｇ一·ｈ一；

２．液体的种类和输液量：常用液体包括生理盐水、平衡

（二）液体复苏

液、全血或其他血浆代用品。失血量较大（如减少２０％血容

１．血容量的补充：应立即建立快速静脉通道，并选择较

量以上）时，可输入胶体扩容剂。下列情况时可输血，紧急

粗静脉以备输血，最好能留置导管。根据失血的多少在短时

时输液、输血同时进行：（１）收缩压＜９０哪Ｈｇ，或较基础收

万方数据

一４５２一
缩压降低幅度＞３０

ｍｍ

Ｈｇ；（２）血红蛋白＜７０ ｇ／Ｌ，Ｈｃｔ＜

（中ＩＪ』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杜奕奇（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消化科）；樊代明（第四军医大学两京医院消化科）；管向东（中山大

２５％；（３）心率增快（＞１２０次／ｍｉｎ）。
３．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在积极补液的前提下，可以适
当地选用血管活性药物（如多巴胺）以改善重要脏器的血液

学附属第一医院ｌＣｕ）；侯晓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消化科）；胡品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厉有名（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李兆申（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

灌注。

院消化科）；林三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吕宾（浙江中医药

（三）止血措施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秦新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

１．内镜下止血：起效迅速、疗效确切，应作为治疗的首
选。推荐对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Ｉ ａ～Ⅱｂ的出血病变行内镜下止血
治疗。常用的内镜止血方法包括药物局部注射、热凝止血和

科）；任旭（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病院）；姒健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消化科）；吴开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氏院消化科）；许国
铭（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科）；严静（浙江医院ＩＣｕ）；游苏宁

机械止血３种。药物注射可选用ｌ：１０ ０００肾上腺素盐水、高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袁耀宗（Ｅ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渗钠－肾上腺素溶液（ＨｓＥ）等，其优点为方法简便易行；热凝

消化科）；张澍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张太平

止血包括高频电凝、氩离子凝固术（ＡＰＣ）、热探头、微波等方

（北京协和废院普外科）；张忠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法，止血效果可靠，但需要一定的设备与技术经验；机械止血

普外科）；赵玉沛（北京协和医院普外科）；周丽雅（北京大学第三医

主要采用各种止血夹，尤其适用于活动性出血，但对某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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