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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对哈萨克族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2014 年 1月~2016 年7月在
我院行常规内镜检查诊断为食管黏膜病变的哈萨克族患者 106 例为实验组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30 例同时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
检者（常规内镜检查食道黏膜未见异常）作为对照组。分别应用窄带成像放大内镜观察两组患者的食管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
（IPCL）的形态学改变，
统计其分型结果。同时对实验组行病理学检查，
统计其病理诊断结果。结果 实验组病理诊断结果：
早期
食管癌 10 例，
低级别瘤变 16 例，
高级别瘤变 11 例，
食管炎 69 例；
IPCL 分型结果：
对照组均为Ⅰ型；
实验组中早期食管癌的 IPCL
分型主要为Ⅳ型，
低级别瘤变主要为Ⅱ型与Ⅲ型，
高级别瘤变主要为Ⅲ型，
食管炎分型主要为Ⅱ型。结论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可
清晰的显示食管病变位置及病变范围，
并能通过食管黏膜 IPCL 分型来分析组织学的病理类型，
对诊断哈萨克族早期食管癌及
癌前病变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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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scopic analysis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Kaza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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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endoscopic narrow-band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stage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Kazakh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6 Kazakh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mucosa lesions
diagnosed by routine endosco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ly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is analysis with 30
randomly selected patients with normal endoscopic findings of the esophageal mucosa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papillary capillary loop (IPCL) of the esophageal epithelium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by
narrow-band imaging magnifying endoscop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for all th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mucosa lesions.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mucosa lesions, 10 were diagnosed to have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16
had low-grade tumors, 11 had high-grade tumors and 69 had esophagitis. IPCL typing results showed IPCL type I in all the
control subjects, predominantly type IV in patients with early esophageal carcinoma, type II and III in patients with low-grade
tumor, type III in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tumor, and type II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itis. Conclusion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the esophageal lesions can be observed clearly by narrow-band imaging magnifying endoscopy. The histopathology of the
esophageal mucosa can be analyzed with IPCL classification for diagnosis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Kazakhs.
Keywords: endoscope; Kazakhs;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precancerous lesion

在我国食管癌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并且其死亡率极
高 。新疆是我国食管癌高发区之一，
其中，
哈萨克族人
群发病率位居首位。据调查，
哈萨克族食管癌调整死亡
率达 68.88/10 万，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其原因可能
与经济收入、
吸烟、
饮茶、
茶温、
饮水类型、
奶制品、
熏肉、
［3］
新鲜蔬菜和烫饭、
硬饭及吃饭快等因素有关 。食管癌
早期由于症状较为轻微，
极容易被患者忽视，
当患者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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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性吞咽困难的症状时，
多已发展为中晚期，
而中
晚期的治疗预后极差。因此及早的诊断与治疗食管癌
是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关键。目前临床上诊断早期食管
癌及癌前病变的主要方法为内镜检查，
尤其是色素内镜
在早期食管癌的诊断中被广泛应用，
但是由于色素内镜
的操作过程复杂，
在临床推广工作中受到了限制，
同时
色素内镜对黏膜的染色存在不均匀、
染色范围有限等局
［4-5］
限性，
并不能全面的观察食管 。窄带成像技术是一种
新兴的内镜成像诊断技术，
其观察范围更广，
使早期食
［6］
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提高 。本研究旨在对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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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放大内镜对哈萨克族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患者
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年7月在我院行常规内镜检查诊断为食管黏膜
病变的哈萨克族患者106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经
常规内镜可以肉眼观察到黏膜存在局部糜烂、
颜色变
化、
出血灶、
结节、
凹陷等可疑病变；
均自愿参与本次研
究。排除标准：
排除已明确为中晚期食管癌的患者；
排
除伴有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106 例患者中男 66
例，
女40例，
年龄35~79岁，
平均年龄64.3±7.2岁。另随
机选取 30 例同时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常规内镜
检查食道黏膜未见异常）作为对照组。
1.2 检查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均由同一位医师进行操作检查，
在进
镜后先对食管黏膜进行常规的聚焦检查，
然后再在窄带
成像模式下对病灶表面的血管结构的改变进行观察。
按照窄带成像内镜的原理，
当食管黏膜没有显著的褐色
区域，
则表示为阴性，
而当食管的病变区域呈现明显的
褐色，
则表示为阳性。在确定阳性病变的位置后，
将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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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变焦放大功能启动，
对食管病变区域的微血管形态进
行放大观察，
进行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IPCL）分型。
最后对所有窄带成像显示为阳性的区域取活检组织，
并
进行病理学检查，
统计分析其病理学诊断结果。
1.3 IPCL分型判断标准
IPCL的形态分型根据Miwako 等所制定的标准进
行判断：
Ⅰ型：
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排列规则，
形态呈圆
环状；
Ⅱ型：
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排列尚规则，
管径扩大
或者延长；
Ⅲ型：
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排列呈形状弯曲，
管径不一；
Ⅳ型：
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排列呈DNA螺旋
状，
且血管被破坏，
并生成新血管。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以率
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
经卡方检验分析，
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理检查结果
106 例患者均进行病理学检查，
病理诊断结果为：
早期食管癌10例，
低级别瘤变16例，
高级别瘤变11例，
食管炎69例。早期食管癌、
低级别瘤变、
高级别瘤变病
理组织学表现见图1。

B

C

图1 实验组病理学检查结果
Fig.1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mucosa lesions (HE staining, × 100). A: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B: Low-grade neoplasia; C: High-grade neoplasia.

2.2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检查结果
正常对照组30例经窄带成像放大内镜检查均为阴
性，
IPCL分型均为Ⅰ型，
对106例存在食管黏膜病变的
患者经窄带成像放大内镜检查均为阳性，
IPCL 分型Ⅰ
型6例，
Ⅱ型66例，
Ⅲ型22例，
Ⅳ型12例，
与常规内镜白
光下观察食管病变相比，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可以清晰的
显示食管病变的位置及病变的范围。
2.3 不同病理类型的IPCL分型结果
IPCL分型结果显示，
实验组食管炎的IPCL分型主
要为Ⅱ型（占85.51%），
低级别瘤变的IPCL分型主要为
Ⅱ型（占 31.35%）与Ⅲ型（50%），
高级别瘤变的 IPCL 分
型主要为Ⅲ型（占63.64%），
早期食管癌的IPCL分型主

要为Ⅳ型（占70%）。
3 讨论
食管癌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超过90%
的早期食管癌患者没有吞咽症状，
一旦发现进食梗阻等
临床症状，
则表示病灶已发生转移，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
将小于 20%。因此食管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是改善患
者预后的关键［7］。目前临床上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
病变最有效的方法为内镜检查，
但是常规内镜检查对消
化道肿瘤的癌前病变的具有较高的漏诊率，
高达 20%，
因此为了使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提高，
国内外开始应用色
素内镜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进行诊断，
但是由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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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病理类型的IPCL分型结果
Tab.1 Results of IPCL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Pathological diagnosis

n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Type IV

Esophagitis

69

6 (8.69%)

59 (85.51%)

4 (5.80%)

0

Low-grade neoplasia

16

0

5 (31.35%)

8 (50.00%)

3 (18.75%)

High-grade neoplasia

11

0

2 (18.18%)

7 (63.64%)

2 (18.18%)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10

0

0

3（30.00%）

7 (70.00%)

素内镜操作较为复杂，
且会伴随呛咳等不良反应，
使其
［8-9］
在临床上的推广受到了限制 。近年来，
较多研究表
明，
共聚焦内镜、
放大内镜、
食管超声内镜、
荧光内镜及
窄带成像均能使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提高，
且可在不借助燃料的情况下使病变部位实现
“电子染
［10-11］
色”
，
有效的避免了色素内镜的不良反应 。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对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
具有较高的价值，
对于正常的食管窄带成像模式下显示
食管胃淡青色，
经过放大观察可发现上皮内的血管呈现
为茶色，
而深层的血管呈现为青色［12］。对于存在病变及
早期食管癌的食管，
窄带成像模式下观察病变部位呈现
为褐色，
与正常食管黏膜的界限较为清晰，
可以有效的
确定病变位置以及病变范围，
并且色彩显示的较为均
匀，
避免了色素内镜燃料喷洒不均匀及染色局限的缺
点。同时窄带成像可以窄化疝气灯白光的波长，
使蓝光
强化，
与放大内镜结合，
可以清晰的观察食管面膜表现
的腺管开口形态结构，
同时可以清晰的显示病变位置
IPCL 的微细的形态结构，
可以初步的判断病变的组织
学类型。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106例患者均进行病理学
检查，
病理诊断结果为：
早期食管癌 10 例，
低级别瘤变
16例，
高级别瘤变11例，
食管炎69例，
经分析窄带成像
放大内镜下 IPCL 分型与病理组织的关系显示，
早期食
管癌的IPCL分型主要为Ⅳ型，
低级别瘤变的IPCL分型
主要为Ⅱ型与Ⅲ型，
高级别瘤变的 IPCL 分型主要为Ⅲ
型，
食管炎分型主要为Ⅱ型，
正常对照组为Ⅰ型，
不同病
理组织学结果的IPCL分型具有明显差异，
结果提示，
窄
带成像放大内镜可以清晰的观察食管黏膜 IPCL 的分
型，
并可通过 IPCL 分型对病变的组织学类型进行初步
判断，
对提高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可清晰的显示食管病
变位置及病变范围，
并能通过食管黏膜 IPCL 分型来分

析组织学的病理类型，
对诊断哈萨克族早期食管癌及癌
前病变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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