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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胶囊内镜与小肠镜
学组于 ２００８ 年制订了《中华消化内镜学会胶囊内镜
临床应用规范》，对我国规范使用胶囊内镜提供了
有力参考。胶囊内镜检查经历 １０ 余年的发展，已经
成为重要的消化道疾病检查手段，尤其是对小肠疾
病的诊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除了小肠胶
囊内镜出现了部分改进之外，专用食管胶囊内镜、专
用结肠胶囊内镜和专用磁控胶囊胃镜亦已进入临床
应用阶段。所以，胶囊内镜与小肠镜学组决定与时
俱进，更新和完善相关规范，在经过专家广泛讨论及
多次修改后，现更新我国胶囊内镜临床应用指南如
下。
１ 检查前准备、胶囊内镜检查、检查后注意事项
１ １ 查前准备 鉴于胶囊内镜检查可能发生胶囊
滞留及诊断的不确定性，检查前应对患者予以告知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１ １ 小肠胶囊内镜检查 （１ ）检查前需禁食或
进清流质 １０ ～ １２ ｈ；（２ ）检查前夜行肠道清洁准备
（参考相关内镜检查肠道准备指南），以提高图像的
清晰度；（３）术前半小时服用适量祛泡剂，以减少泡
沫对视野的影响；（４）不推荐使用促胃肠道动力药。
目前研究尚不支持促动力药能够帮助提高全小肠检
查完成率［ ］。
１ １ ２ 食管专用胶囊内镜检查 （１ ）胶囊内镜检
查前禁食 ２ ｈ；（２）饮用少量水（１０ ｍＬ 左右）帮助胶
囊内镜吞服；（３）检查过程患者取仰卧位；或可采用
５ ｍｉｎ 法：
吞服胶囊后 ２ ｍｉｎ 取仰卧位，继保持 ２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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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卧位，继保持 １ ｍｉｎ ６０°半卧位，继以 １５ ｍｉｎ 坐
位 。
１ １ ３ 结肠专用胶囊内镜检查 ［ ， ］ （１ ）检查
前一日进清流质饮食；（２ ）检查前夜行肠道清洁准
备（参考相关内镜检查肠道准备指南）；（３ ）检查过
程中加服小剂量磷酸钠溶液（４５ ～ ５５ ｍＬ），通过增
加肠蠕动使胶囊尽早进入结肠（使用方法及禁忌证
参照相关指南）；（４）吞服胶囊后 １ ｈ 胶囊尚未通过
幽门者，建议给予促胃肠动力药或经胃镜将胶囊送
入十二指肠以缩短胶囊在胃内的停留时间。
１ １ ４ 胃专用胶囊内镜检查 目前刚进入临床应
用阶段，其对胃部疾病的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证实。
１ ２ 胶囊内镜检查操作过程 检查时将数据记录
仪通过导线与粘贴于患者腹部体表的阵列传感器电
极相连或者穿戴记录仪背心。患者吞服胶囊后，按
时记录相关症状及监视数据记录仪上闪烁的指示
灯，以确定检查设备的正常运行；检查期间避免剧烈
运动及进入强磁场区域，以防图像信号受到干扰。
在服用胶囊 ２ ｈ 后可饮清水，４ ｈ 后可以进少许清淡
食物。在胶囊电池耗尽时或胶囊经回盲瓣进入结肠
（小肠胶囊内镜）或自肛门排出体外（结肠胶囊内
镜）后将数据记录仪从患者身上取下，并连接到可
进行数据处理的工作站。数据记录仪中的图像资料
最终下载至工作站中，并由相关软件进行处理。读
片中典型图片和视频可被单独注释及保存；工作站
具有显示胶囊走向轨迹的模拟定位功能，对帮助小
肠内病灶的定位有一定参考意义。详细检查方法见
相关产品说明书。
２ 适应证和禁忌证
２ １ 小肠胶囊内镜检查主要适应证 （１ ）不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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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化道出血；（２ ）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３ ）疑似
克罗恩病或监测并指导克隆恩病的治疗；（４ ）疑似
小肠肿瘤；（５ ）监控小肠息肉病综合征的发展；（６ ）
疑似或难以控制的吸收不良综合征（如乳糜泻等）；
（７）检测非甾体类消炎药相关性小肠黏膜损害；（８ ）
临床上需要排除小肠疾病者［， ， ］。
２ ２ 食管专用胶囊内镜检查主要适应证 （１ ）疑
似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２）疑似食管炎；（３ ）疑似食管静脉
曲张；（４）需要食管内镜检查，但不愿接受或不能耐
受胃食管镜检查者［ ， ］。
２ ３ 结肠专用胶囊内镜检查主要适应证 （１ ）需
要接受结肠镜检查，但不能耐受或条件不允许者；
（２）结肠镜检查无法到达回盲瓣，同时无消化道梗
阻者；（３）溃疡性结肠炎的随访，以指导治疗；（４ ）普
通人群的结肠病变筛查［， ， ］。
２ ４ 胶囊内镜检查禁忌证 ［ ］ （１ ）绝对禁忌证：
无手术条件或拒绝接受任何腹部手术者（一旦胶囊
滞留将无法通过手术取出）。（２ ）相对禁忌证：①已
知或怀疑胃肠道梗阻、狭窄及痿管；②心脏起搏器或
其他电子仪器植入者；③吞咽障碍者；④孕妇。
３ 胶囊内镜对疾病的诊断
３ １ 小肠胶囊内镜
３ １ １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 ］ 胶囊内镜对不
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总体诊断率在 ３５％ ～ ７７％ 之
间，出血诊断率的高低与出血状况密切相关，显性出
血和隐性出血的诊断率分别为 ９２％ 和 ４４％ ，但对既
往有出血史而近期无出血患者的诊断率仅为 １３％ ，
因此胶囊内镜的最佳检查时机为出血刚停止数天至
２ 周内。与术中小肠镜的比较结果显示胶囊内镜对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
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９５％ 、７５％ 、９５％ 和 ８６％ 。
与气囊式小肠镜相比，总体诊断率相似，但胶囊内镜
对血管病变和炎症性病灶更敏感且依从性更好，使
胶囊内镜成为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一线检查手
段，有助于临床决策。
最常见的小肠出血病因为血管病变，其次为克
罗恩病和小肠肿瘤。
毛细
３ １ ２ 小肠血管病变 包括小肠动静脉畸形、
血管扩张征、静脉扩张征等。主要表现为血管成丛
簇样，黏膜表面见局灶红斑，血管分布错乱，血管扩
张明显高出黏膜面等。其主要临床表现为不明原因
消化道出血。
３ １ ３ 克罗恩病 胶囊内镜可用于小肠克罗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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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次诊断、监控疾病的复发、明确病变的范围和严
重程度、评估药物及手术治疗疗效。胶囊内镜对克
罗恩病的诊断率在 ４３％ ～ ７７％ 之间，优于小肠钡
灌、ＣＴ 小肠重建、ＭＲＩ 小肠重建、结肠镜逆行回肠检
查。诊断敏感度可达 ９０％ ［ ］。
克罗恩病的胶囊内镜下表现主要为小肠绒毛的
缺失、黏膜充血水肿、黏膜糜烂、口疮样溃疡、纵行溃
疡、卵石征、肉芽肿样改变、肠管狭窄、瘘管、多发假
性息肉等，病变多呈跳跃式分布。但作为一种影像
学检查，对克罗恩病的诊断应是综合性的，需要结合
病史及其他检查，部分病例可行气囊辅助式小肠镜
辅以活检病理等检查予以佐证。
３ １ ４ 小肠肿瘤 小肠肿瘤大多见于因其他指征
而进行的胶囊内镜检查中，尽管胶囊内镜的发现率
高于 ＣＴ 检查，但仍存在约 １９％ 的漏诊率。最常见
的临床表现为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或贫血（占
８０％ ）。小肠恶性肿瘤包括间质瘤、腺癌、类癌、黑
色素瘤、淋巴瘤和肉瘤等；良性肿瘤包括血管瘤、错
构瘤和腺瘤等［ ］。（１ ）小肠腺癌：小肠腺癌位于
十二指肠降段及曲氏韧带附近居多，空、回肠相对较
少。腺癌病灶常呈隆起增殖性，多伴肠腔狭窄，病灶
表面高低不平，结节或菜花状，表面质脆易出血，部
分呈溃疡状，病变边界清晰可辨。（２ ）小肠间质瘤：
小肠间质瘤是最常见的小肠间叶来源肿瘤，占消化
道间质瘤的 ３０％ ，直径小于 ２ ｃｍ 被称为小间质瘤。
约 ３０％ 的间质瘤表现出转移、浸润等恶性生物学行
为；约 １ ／ ３ 可合并出血。胶囊内镜下小肠间质瘤主
要表现为隆起或半球状，表面光滑，病灶中央可出现
溃疡或溃烂，有时可见新鲜或陈旧血痂，部分可见裸
露血管。
３ １ ５ 遗传性息肉病综合征 胶囊内镜作为一项
无创检查手段，在非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非 Ｐｅｕｔｚ
Ｊｅｇｈｅｓ 综合征患者中，其息肉检出率显著高于核磁
共振小肠重建，尤其是对检出 ＜ ５ ｍｍ 的息肉方面更
具优势［ ］。
对于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和 ＰｅｕｔｚＪｅｇｈｅｓ 综合
征等遗传性息肉病的患者来说由于需要定期随访和
监控，则胶囊内镜更具优势。气囊辅助式小肠镜在
检出率方面优于胶囊内镜，但是胶囊内镜依从性更
好。
３ １ ６ 吸收不良综合征（如乳糜泻） 胶囊内镜下
特殊表现为小肠黏膜的自身改变，即绒毛萎缩（扇
贝样、裂隙状、马赛克型、环状皱襞消失及结节样改
变等）及与其并发症相关的表现，如溃疡性空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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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病相关性 Ｔ 细胞淋巴瘤及小肠腺癌等。其诊断
乳糜泻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 ８９％ 和 ９５％ 。
小肠吸收不良综合征病因众多，诊断应结合病史及
血清学检查等，小肠镜下分段多点活检有助于病理
诊断，胶囊内镜则有助于复杂乳糜泻的诊断［ ］。
３ １ ７ 非甾体类消炎药相关性小肠黏膜损害 研
究结果显示，胶囊内镜检出非甾体类消炎药相关性
小肠黏膜破损率可高达 ６８％ 。最常见的非甾体类
消炎药相关性小肠黏膜病变为黏膜破损、皱襞发红、
斑点状黏膜出血、溃疡及肠隔膜形成等［ ］。
３ １ ８ 其他 胶囊内镜还有助于一些少见小肠疾
病的诊断，如小肠憩室表现为黏膜上孔状圆形洞穴，
周边黏膜光整柔软，美克尔憩室通常表现为广口或
窄口的大憩室；其次为结核、寄生虫、放射性肠炎等。
胶囊内镜还可用于对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研究、
评估小肠移植术后的改变及对不明原因腹痛和腹泻
的诊断等［］。
３ ２ 食管专用胶囊内镜 ［ ］ 食管胶囊内镜诊断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约 ７７％ 和 ８６％ ；
诊断食管炎敏感度为 ５０％ ～ ７９％ ，特异度约 ９０％ ；
诊断食管静脉曲张敏感度为 ８２ ７％ ，特异度为
８０ ５％ 。以上结果均不及普通上消化道内镜，其优
势在于良好的依从性。
３ ３ 结肠专用胶囊内镜结肠胶囊镜对明显结肠病
变（≥６ ｍｍ 或≥３ 个独立的息肉）的敏感度 ５８％ ～
８６％ 。值得注意的是，胶囊内镜诊断息肉特异度较
低，在胶囊内镜下容易高估小息肉的大小，但总体上
并不影响结肠胶囊内镜对结肠息肉的筛查［ ］。
炎症性肠病大多累及结直肠黏膜，７０％ ～ ８０％
的克罗恩病以及几乎全部的溃疡性结肠炎可在结直
肠发现病灶。目前的研究表明，结肠胶囊内镜可用
于监控溃疡性结肠炎的活动和评估疗效。但是，目
前尚无充足证据支持应用结肠胶囊内镜来确诊可疑
的炎症性肠病，这部分患者仍应选择常规结肠镜检
查。
对于结直肠癌高危患者，结肠胶囊内镜的特异
度较高，但是存在敏感度低和胶囊滞留增加的风险。
所以，对于存在报警症状的结肠癌高危患者，应接受
常规结直肠镜检查，结肠胶囊内镜检查不作为首选
方法。
４ 胶囊内镜检查的并发症
胶囊内镜检查的并发症包括胶囊滞留、误吸入
气道等。胶囊内镜检查后胶囊停留于胃肠道 ２ 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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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定义为胶囊滞留。滞留主要发生于克罗恩病及
易导致狭窄的高危疾病，如服用非甾体类消炎药、缺
血性肠炎、小肠肿瘤、放射性肠炎、肠结核及手术吻
合口 狭 窄 等 患 者。胶 囊 滞 留 的 总 体 发 生 率 在
１ ３％ ～ １ ４％ ，在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克罗恩病、
肿瘤性病变患者中，其滞留率分别为 １ ２％ ，２ ６％
和 ２ １％ 。腹部 Ｘ 线检查能帮助确定胶囊是否排
出。滞留的胶囊可通过外科手术及气囊辅助式小肠
镜予以取出。有因胶囊滞留而造成肠道梗阻甚至穿
孔及因误吸入气道导致窒息的个案报道。对于已知
或怀疑胃肠道梗阻、狭窄、瘘管者进行胶囊内镜检查
需十分慎重，应在充分告知及作好手术前准备的情
况下完成检查［ ］。
５ 胶囊内镜检查的局限性
目前没有任何有关胶囊内镜造成电子设备（如
心脏起博器等）失效的报道［ ］，但胶囊接近起
搏器时存在内镜影像有部分缺失的现象。在胶囊内
镜检查及胶囊尚未排出体外时，不能接受磁共振检
查。非操控式胶囊的运行依赖胃肠道的自身蠕动，
可能会影响胶囊观察视角的精准度，而非 ３６０° 角度
的视野可能存在拍摄盲区，出现假阴性结果在所难
免。
６ 胶囊内镜辅助输送装置
多种附件可用于对吞咽困难、胃轻瘫、已知或怀
疑上消化道解剖结构异常者的胶囊输送，应用外套
管可将胶囊送入胃内；应用圈套器或网篮可将胶囊
送入十二指肠和胃毕Ⅱ 式手术后的输出襻。辅助
输送装置的临床应用将有助于完成特殊患者的胶囊
内镜检查［ ］。
７ 胶囊内镜报告书写的规范格式
胶囊内镜标准报告书写系统应有两部分组成，
即报告框架和报告内容。
７ １ 报告框架（基本资料和信息） 报告框架应尽
可能按各单位习惯和相关专业指南标准设计，如：患
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病例号、检查日期、检查类
型（胶囊型号）、胶囊编号、操作医师、病史、临床指
征、检查范围、病变描述、并发症、检查结果、诊断印
象、建议等。
７ ２ 报告内容 消化道黏膜有其颜色特征，
包括红
斑、白色和苍白等。每个病灶可由解剖位置或时间
来定位，每种病变类型均作为一个单项而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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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描述，具体病变描述内容与标准内镜相似。但由
于对小肠病变的描述有其特殊性，建议参照胶囊内
镜标准术语使用规范。此外，还应注明胶囊工作时
间以及通过食管、胃和小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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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
５５ ：
２２９４ － ３０１
［２４ ］ Ｌｅｐｉｌｅｕｒ Ｌ，Ｄｒａｙ Ｘ，Ａｎｔｏｎｉｅｔｔｉ Ｍ，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ｂｙ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１３７６ － １３８０
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５ ］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Ｄ，Ｓｃｈｍｉｄｔ Ｈ，Ｂｏｌｚ Ｇ，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

［］
， ，：
［２６ ］ Ｍａｒｍｏ Ｒ，Ｒｏｔｏｎｄａｎｏ Ｇ，Ｃａｓｅｔｔｉ Ｔ，ｅｔ 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ｂｅ
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Ｉ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

ｄｏｓｃ ２００５ ６１ ８２６ － ８３２

ｔｗｅｅｎ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ｏｂ

：
［］
， ，：
［２７ ］ Ｃｈｅｎ Ｘ，Ｒａｎ ＺＨ，Ｔｏｎｇ ＪＬ．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

ｐｙ ２００９ ４１ ５８７ － ５９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

， ，：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７ １３ ４３７２ －
４３７８

［２８ ］ Ｐａｓｈａ ＳＦ，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ＪＡ，Ｄａｓ Ａ，ｅｔ 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ｍａｌｌ

：

［］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

，

２００８ ６ ６７１ － ６７６

［２９ ］ Ｔｅｓｈｉｍａ ＣＷ，Ｋｕｉｐｅｒｓ ＥＪ，ｖａｎ Ｚａｎｔｅｎ ＳＶ，ｅｔ 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ｅｎ
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

guide.medlive.cn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９８８

：
：

［］

， ，

Ｏｃｔ． ２０１４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１０

ｉｎｇ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１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ｂａｒｉｕｍ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２６ ７９６ － ８０１

ｂｏｗｅ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ＧＩ 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Ｊ ． Ｇａｓ

［３０ ］ Ｇｅ ＺＺ，Ｈｕ ＹＢ，Ｘｉａｏ Ｓ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ｐｕｓｈ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２００４ ，
１１７ （７ ）：
１０４５ － １０４９
Ｊ （Ｅｎｇｌ），
［３１ ］ Ｓｉｄｈｕ Ｒ，ＭｃＡｌｉｎｄｏｎ ＭＥ，Ｄｒｅｗ Ｋ，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ｒｅ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 Ｅｕｒ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２ ，
２４ （５ ）：
５１３ －
５１９

［３２ ］ Ｎｉｖ Ｅ，Ｆｉｓｈｍａｎ Ｓ，Ｋａｃｈｍａｎ Ｈ，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ｆ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ｗｎ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

［］

， ，：

（）

ｅａｓｅ Ｊ ． Ｊ Ｃｒｏｈｎｓ Ｃｏｌｉｔｉｓ ２０１４ ｐｉｉ Ｓ１８７３ － ９９４６ １４ ０００９８ －

［］

２００５ ，
６１ ：
７２１ － ７２５
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４５ ］ Ｃａｓｐａｒｉ Ｒ，ｖｏｎ 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 Ｍ，Ｋｒａｕｔｍａｃｈｅｒ Ｃ，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ａｄｅ

［］
， ，：
［４６ ］ Ｐｏｓｔｇａｔｅ Ａ，Ｈｙｅｒ Ｗ，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ｅｔ 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ｎｏｍａｔｏｕｓ 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 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ｅｕｔｚＪｅｇｈｅｒ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

ｐｙ ２００４ ３６ １０５４ － １０５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ｕｔｚＪｅｇｈｅｒｓ ｓｙｎ

：

ｄｒｏｍｅ ａ ｂｌｉｎ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

［］
，
，：
［４７ ］ Ｇｕｐｔａ Ａ，Ｐｏｓｔｇａｔｅ ＡＪ，Ｂｕｒｌｉｎｇ Ｄ，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Ｒ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ｐｏｌｙｐｓ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９ ４９ ４１７ － ４２３

１

［３３ ］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ｄａ Ｎ，Ｎｏｇａｍｉ Ｋ，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
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４ ，
６ （３ ）：
８８ － ９８
［３４ ］ Ｅｓａｋｉ Ｍ１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Ｔ，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Ｋ，ｅｔ 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４ ，２９ （１ ）：９６ － １０１
［３５ ］ Ｄｕｂｃｅｎｃｏ Ｅ，Ｊｅｅｊｅｅｂｈｏｙ ＫＮ，Ｐｅｔｒｏｎｉｅｎｅ Ｒ，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
ｐ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
［］

，
，
， ， （ ）：５３８ － ５４４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
ｌｏｇ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５ ６２ ４

［３６ ］ Ｆｌａｍａｎｔ Ｍ，Ｔｒａｎｇ Ｃ，Ｂｏｕｒｒｅｉｌｌｅ Ａ．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Ｃｌｉｎ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９ ，
３３ （Ｓｕｐｐｌ ３ ）：
Ｓ１８３ － １８９

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
，
， ：
［４８ ］ Ａｋｉｎ Ｅ，Ｄｅｍｉｒｅｚｅｒ Ｂｏｌａｔ Ａ，Ｂｕｙｕｋａｓｉｋ Ｓ，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ｕｔｚＪｅｇｈｅｒ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 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

２０１０ １９５ １０８ － １１６

ｔｗｅｅ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
ｉａｌ 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ｏｕｓ 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２

：

２１５０２８

［４９ ］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Ｔ，Ｅｓａｋｉ Ｍ，Ｍｏｒｉｙａｍａ Ｔ，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ｌｌｏ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ｐａ

［］

， ，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５

：

３７ ８２７ － ８３２

［３７ ］ Ｄｉｏｎｉｓｉｏ ＰＭ，Ｇｕｒｕｄｕ ＳＲ，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ＪＡ，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
［］
， ， （ ）：１２４０ － １２４９
［３８ ］ Ｔｒｉｅｓｔｅｒ ＳＬ，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ＪＡ，Ｌｅｏｎｔｉａｄｉｓ ＧＩ，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０ １０５ ６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６ ，１０１ （５ ）：９５４ － ９６４
［３９ ］ Ｒｉｃｃｉｏｎｉ ＭＥ，Ｃｉａｎｃｉ Ｒ，Ｕｒｇｅｓｉ Ｒ，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ｔｕｍｏｒｓ：ａ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Ｊ ］．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 ，
２６ （２ ）：
４３８ － ４４１
［４０ ］ Ｚａｇｏｒｏｗｉｃｚ ＥＳ，Ｐｉｅｔｒｚａｋ ＡＭ，Ｗｒｏｎｓｋａ Ｅ，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ｘｐ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ｒｉｅｎｃｅ［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３ ，
１９ （４７ ）：
９０４３ － ９０４８
［４１ ］ Ｌｅｗｉｓ ＢＳ，Ｅｉｓｅｎ Ｇ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ｔｒｉａｌｓ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５ ，
３７ ：
９６０ －
９６５

［４２ ］ Ｐｏｓｔｇａｔｅ Ａ，Ｄｅｓｐｏｔｔ Ｅ，Ｂｕｒｌｉｎｇ Ｄ，ｅｔ 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ｌｅ
ｓｉｏｎ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

， ，：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８ ６８ １２０９ －
１２１４

［４３ ］ Ｈａｋｉｍ Ｆ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Ａ，Ｈｕｐｒｉｃｈ ＪＥ，ｅｔ ａｌ． ＣＴｅｎ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ｎ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１ ，
５６ ：
２９１４ － ２９１９
［４４ ］ Ｍａｔａ Ａ，Ｌｌａｃｈ Ｊ，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Ａ，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５０ ］ Ｒｏｋｋａｓ Ｔ，Ｎｉｖ 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ｌｉａ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Ｅｕｒ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２ ，
２４ ：
３０３ － ３０８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５１ ］ Ｔａｃｈｅｃí Ｉ，Ｂｒａｄｎａ Ｐ，Ｄｏｕｄａ Ｔ，ｅｔ ａｌ． ＮＳＡ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ｎｔｅ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ｃｃｕｌｔ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

：

［］
， ， ：
［５２ ］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ＴＡ，Ｍｏｕｒａ ＥＧ，Ｍｅｎｄｅｓ ＤＣ，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
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３８２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ｌｕｅ ｃｈｒｏｍｏｅｎｄｏｓｃｏｐ Ｊ ． Ｒｅｖ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 Ｍｅｘ，
２０１３ ，
７８ （２ ）：
５７ － ６３
［５３ ］ Ｉｓｈｉｇｕｒｏ Ｈ，Ｓａｉｔｏ Ｓ，Ｉｍａｚｕ Ｈ，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２ ：
９４６１６９
Ｌｉｖｅｒ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５４ ］ Ｃｈａｖａｌｉｔｄｈａｍｒｏｎｇ Ｄ，Ｊｅｎｓｅｎ ＤＭ，Ｓｉｎｇｈ Ｂ，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ｃｉｒ
ｒｈｏ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ｃｅｓ［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２ ，
１０
（３ ）：２５４ － ２５８
［５５ ］ Ｗｉｇｇ ＡＪ，Ｂｕｌｌ Ｊ，ｄｅ Ｓｉｌｖａ Ｍ，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

［］

， ， （ ）：

ｐ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Ｎｕｒｓ ２０１１ ３４ ４
３０３ － ３１１

［５６ ］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Ｐｒａｖｅｅｎ 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ｏｒ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０ ，
１６ （６ ）：
７８５ － ７８６
［５７ ］ Ｌａｕｒａｉｎ Ａ，ｄｅ Ｌｅｕｓｓｅ Ａ，Ｇｉｎｃｕｌ Ｒ，ｅｔ ａｌ．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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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

［］

９８９

：
［］

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

２０１４ Ｍａｒ １２ ｐｉｉ：
Ｓ１５９０ － ８６５８ （１４ ）００２１５ － １
Ｄｉｓ，
［５８ ］ Ｓｈａｈ Ａ，Ｂｏｅｔｔｃｈｅｒ Ｅ，Ｆａｈｍｙ Ｍ，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ｅｂａ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ｒ

， ， （ ）：５３８ － ５４５
［７２ ］ Ｄｅｌｖａｕｘ Ｍ，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ＩＳ，Ｆａｓｓｌｅｒ Ｉ，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ｏｕｂｌｅ

ｇｅ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

ｂｌｉｎ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３ ，
１９ （３７ ）：
６１８８ － ６１９２
ｃｏｐｙ［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５９ ］ Ｅｉｓｅｎ ＧＭ，Ｅｌｉａｋｉｍ Ｒ，Ｚａｍａｎ Ａ，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ＥＳ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
， ， （ ）：３１ － ３５
［６０ ］ Ｌａｐａｌｕｓ ＭＧ，Ｂｅｎ Ｓｏｕｓｓａｎ Ｅ，Ｇａｕｄｒｉｃ Ｍ，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ｓ ＥＧ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
２００９ ，
１０４ （５ ）：
１１１２ － １１１８
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６１ ］ Ｄｉ Ｂｉａｓｅ Ｌ，Ｄｏｄｉｇ Ｍ，Ｓａｌｉｂａ Ｗ，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ｅｘａｍｉ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ｅｃｅｎｔｅｒ ｐｉｌｏｔ

［］

ｓｔｕｄ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６ ３８ １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ｆｏｒ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ｂｌａ

：

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ｏｌ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

［］

， ， （ ）：８３９ － ８４４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１０ ２１ ８

［６２ ］ Ｈｅｒｅｓｂａｃｈ Ｄ，Ｌｅｒａｙ Ｅ，ｄＨａｌｌｕｉｎ ＰＮ，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２０１０ ，
４２ （２ ）：
９３ － ９７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６３ ］ Ｇｅｒｓｏｎ ＬＢ．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ｉ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２００９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ｅ ｔｉｍｅ？［Ｊ］． 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４３ （１０ ）：
８９９ － ９０１
［６４ ］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Ｍ１ ，Ｇｒａｌｎｅｋ ＩＭ．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９ ，４３ （７ ）：６０５ － ６１２
［６５ ］ 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Ａ，Ｈｏｌｌｅｎｂｅａｋ ＣＳ，Ｐｏｏｒａｎ Ｎ，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

［］

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９ ，
１０４ （６ ）：
１５３３ － １５３９
［６６ ］ Ｌｉａｏ Ｚ，Ｇａｏ Ｒ，Ｘｕ Ｃ，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ｖ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ｒｅ
ａｌ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９ ，
７０ （２ ）：
２０１ － ２０９
［６７ ］ Ｎａｋｏｓ Ｇ，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ｓ Ｓ，Ｂａｌｌａｓ Ｓ，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ｓｅｄａｔ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ｓｅｄａｔｅｄ ｐｅｒｏｒａｌ ｕｌ
ｔｒａ 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Ｊ］． Ｄｉ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２００９ ，
２２ （５ ）：
４４７ － ４５２

［６８ ］ Ｆｒｅｎｅｔｔｅ ＣＴ，Ｋｕｌｄａｕ ＪＧ，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ＤＪ，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ｐｈ
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ｄｉａｇ

［］

， ，

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４

（２８ ）：４４８０ － ４４８５
［６９ ］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 Ｒ，Ｅｉｓｅｎ ＧＭ，Ｌａｉｎｅ Ｌ，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ｉｎｐａ

［］

， ， （ ）：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４７ ５
１５９５ － １６０３

［７０ ］ Ｇｒａｌｎｅｋ ＩＭ，Ａｄｌｅｒ ＳＮ，Ｙａｓｓｉｎ Ｋ，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ＥＳＯ ［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８ ，
４０ （４ ）：
２７５ － ２７９
［７１ ］ Ｇａｌｍｉｃｈｅ ＪＰ，ＳａｃｈｅｒＨｕｖｅｌｉｎ Ｓ，Ｃｏｒｏｎ Ｅ，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

ｆｌｕｘ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３

［］

， ， （ ）：

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８ ４０ １
１６ － ２２

［７３ ］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ＷＡ，Ｗｕ Ｊ，Ｄｅｍａｒｃｏ Ｄ，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Ｊ ］．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８ ，
１０３ （３ ）：
５３３ － ５３７
［７４ ］ Ｓｈａｒｍａ Ｐ，Ｗａｎｉ Ｓ，Ｒａｓｔｏｇｉ Ａ，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ｅ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

：
，
， ， （ ）：５２５ － ５３２

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ａ ｂｌｉｎｄ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３

［７５ ］ Ｇｅｒｓｏｎ Ｌ，Ｌｉｎ ＯＳ．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

， ， （ ）：３１９ －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０７ ５ ３
３２５

［７６ ］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ＪＨ，Ｉｎａｄｏｍｉ ＪＭ，Ｂｒｉｌｌ ＪＶ，ｅｔ ａｌ． Ｃｏｓｔ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ｗｉｔｈ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

２００７ ，
５ （３ ）：
３１２ － ３１８
［７７ ］ Ｌｉｎ ＯＳ，Ｓｃｈｅｍｂｒｅ ＤＢ，Ｍｅｒｇｅｎｅｒ Ｋ，ｅｔ ａｌ． Ｂｌｉｎ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ｒｒｅｔｔ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ｇａｓｔｒｏｅ

［］

， ， （ ）：５７７ －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７ ６５ ４
５８３

［７８ ］ Ｇｒａｌｎｅｋ ＩＭ，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ｔｚ Ｒ，Ａｆｉｋ Ｄ，ｅｔ ａｌ．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６ ，
３８ （９ ）：
９１３ － ９１８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７９ ］ ＳáｎｃｈｅｚＹａｇüｅ Ａ，ＣａｕｎｅｄｏＡｌｖａｒｅｚ Ａ，ＧａｒｃíａＭｏｎｔｅｓ ＪＭ，ｅｔ ａｌ． Ｅ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ｆ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

［］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Ｊ ． Ｅｕｒ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０６ ，
１８ （９ ）：
９７７ － ９８３
［８０ ］ Ｌａｐａｌｕｓ ＭＧ，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 Ｊ，Ｆｕｍｅｘ Ｆ，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ｏｒｔａｌ

：
［］
， ， （ ）：３６ － ４１
［８１ ］ Ｅｌｉａｋｉｍ Ｒ，Ｓｈａｒｍａ ＶＫ，Ｙａｓｓｉｎ Ｋ，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６ ３８ １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ＥＳＯ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ｇａｓ

［］

， ，

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５ ３９

（７ ）：５７２ － ５７８
［８２ ］ 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Ｓ，Ｔｅｓｔｒｏ Ａ，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Ｐ，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ＧＩ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３ ，
７７ （６ ）：
８９１ － ８９８
［８３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Ｕｒｉｅｎ Ｉ，Ｂｏｒｏｂｉｏ Ｅ，Ｅｌｉｚａｌｄｅ Ｉ，ｅｔ ａｌ． Ｚｌｉｎ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
ｂｙ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ＳＢ：
ｃｏｌｓ［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０ ，
１６ （１ ）：
６３ － ６８
［８４ ］ Ｗｈｉｔｅ ＣＭ，Ｋｉｌｇｏｒｅ ＭＬ．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ＥＳＯ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
ｎ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９ ，
４３ （１０ ）：
９７５ － ９８１

９９０

guide.medlive.cn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８５ ］ Ｒｕｆｆ ＫＣ，Ｓｈａｒｍａ ＶＫ． Ｉｓ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ｖａ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Ｎａｔ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０９ ，６ （１ ）：

１０ － １１

［８６ ］ Ｇｏｕｌａｓ Ｓ，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ｉｄｏｕ Ｋ，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ｓ Ｓ，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
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ｅ
２００８ ，
２２ （５ ）：
４６９ － ４７４
ｍｉａ［Ｊ］． Ｃａｎ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８７ ］ Ｄｅ Ｊｏｎｇｅ ＰＪ，Ｖａｎ Ｅｉｊｃｋ ＢＣ，Ｇｅｌｄｏｆ Ｈ，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８ ，４３
（７ ）：８７０ － ８７７
［８８ ］ Ｈａｇｅｌ ＡＦ，Ｇｂｅｌｅ Ｅ，Ｒａｉｔｈｅｌ Ｍ，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ｐ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

［］

ｐ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ｏｌｏｎｉｃ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Ｊ ． Ｃａｎ Ｊ Ｇａｓｔｒｏ

， ， （ ）：７７ － ８２
［８９ ］ Ｒａｍｏｓ Ｌ，Ａｌａｒｃóｎ Ｏ，Ａｄｒｉａｎ Ｚ，ｅｔ ａｌ． Ｏｎｅｄａ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ｗｏｄａｙ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２０１４ Ｊａｎ ２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９０ ］ Ｆａｒｎｂａｃｈｅｒ ＭＪ，Ｋｒａｕｓｅ ＨＨ，Ｈａｇｅｌ ＡＦ，ｅｙ ａｌ． Ｑｕｉｃｋ Ｖｉｅｗ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ｉｎｇ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ｐｏｌｙｐ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 ］．
２０１４ ，
４９ （３ ）：
３３９ － ３４６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９１ ］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Ｋ，Ｖｉａｚｉｓ Ｎ，Ｔｓｉｂｏｕｒｉｓ Ｐ，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
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４ ２８ ２

ｃｏｐｙ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ｓ

［］
， ，
（ ）：３０７ － ３１６
［９２ ］ Ａｄｌｅｒ ＳＮ，Ｈａｓｓａｎ Ｃ，Ｍｅｔｚｇｅｒ Ｙ，ｅｔ 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 ］．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４ ，
２８ （２ ）：
５７０ － ５７５
Ｅｎｄｏｓｃ，
［９３ ］ Ｈｏｓｏｅ Ｎ，Ｍａｔｓｕｏｋａ Ｋ，Ｎａｇａｎｕｍａ Ｍ，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ｅ ｔｏ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２０１３ ，
２８ （７ ）：
１１７４ －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Ｊ］．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ｕｐ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４

７９ ２

１１７９

Ｏｃｔ． ２０１４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１０

［Ｊ］． Ｒｅｖ Ｅｓｐ Ｅｎｆｅｒｍ Ｄｉｇ，２０１１ ，１０３ （７ ）：３８９ － ３９１
［１００ ］ Ｓｐａｄａ Ｃ，Ｈａｓｓａｎ Ｃ，ＭｕｎｏｚＮａｖａｓ Ｍ，ｅｔ 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
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１ ，
７４ （３ ）：
５８１ － ５８９
［１０１ ］ Ｓｐａｄａ Ｃ，Ｈａｓｓａｎ Ｃ，Ｉｎｇｒｏｓｓｏ Ｍ，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ｏｆ ｂｏｗｅ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２０１１ ，４３ （４ ）：３００ － ３０４
［１０２ ］ Ｓｐａｄａ Ｃ，Ｈａｓｓａｎ Ｃ，Ｓｔｕｒｎｉｏｌｏ ＧＣ，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２０１１ ，４３ （４ ）：２５１ － ２５８
［１０３ ］ ＳａｃｈｅｒＨｕｖｅｌｉｎ Ｓ，Ｃｏｒｏｎ Ｅ，Ｇａｕｄｒｉｃ Ｍ，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ｓ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

， ， （ ）：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０ ３２ ９
１１４５ － １１５３

［１０４ ］ Ｐｉｌｚ ＪＢ，Ｐｏｒｔｍａｎｎ Ｓ，Ｐｅｔｅｒ Ｓ，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６６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ＢＭＣ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１０５ ］ Ｒｏｋｋａｓ Ｔ，Ｐａｐａｘｏｉｎｉｓ Ｋ，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Ｋ，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
２０１０ ，
７１ （４ ）：
７９２ － ７９８
ｌｏｎ ｐｏｌｙｐｓ［Ｊ］．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１０６ ］ Ｓｐａｄａ Ｃ，Ｈａｓｓａｎ Ｃ，Ｍａｒｍｏ Ｒ，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ｐｏｌｙｐｓ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０ ，
８ （６ ）：
５１６ － ５２２
［１０７ ］ Ｓｃｈｏｏｆｓ Ｎ，Ｄｅｖｉèｒｅ Ｊ，Ｖａｎ Ｇｏｓｓｕｍ Ａ．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

：

， ， （ ）：９７１ －

ｓｉ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６ ３８ １０
９７７

［１０８ ］ Ｙｅ ＣＡ，Ｇａｏ ＹＪ，Ｇｅ ＺＺ，ｅｔ ａｌ．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

， ， （ ）：１１７ －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 Ｊ Ｄｉ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３ １４ ３
１２４

［１０９ ］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Ｄ，Ｋｅｕｃｈｅｌ Ｍ，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ｌｏｗ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ｌｏｎ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ａｐｓｕｌｅ

［９４ ］ Ｍｅｉ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ｎｚｏｗ ＨＳ，Ｄｏｍａｇｋ Ｄ，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

：

［］

， ， （ ）：

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Ｊ ． Ｔｅｃｈ Ｃｏｌｏｐｒｏｃｔｏｌ ２０１３ １７ ６
６４１ － ６４６

［９５ ］ Ａｌａｒｃóｎ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Ｏ，Ｒａｍｏｓ Ｌ，ＡｄｒｉáｎｄｅＧａｎｚｏ Ｚ，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
， （ ）：５３４ － ５４０
［９６ ］ Ａｄｌｅｒ Ｓ，Ｈａｓｓａｎ Ｃ，Ｍｅｔｚｇｅｒ Ｙ，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ｔｅｃ

２０１２ ，
４４ （５ ）：
４８２ － ４８６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１１０ ］ Ｓｐａｄａ Ｃ，Ｈａｓｓａｎ Ｃ，Ｒｉｃｃｉｏｎｉ ＭＥ，ｅｔ ａｌ． Ｆａ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ｏｒ ｆａｌ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１０ ，４２ （５ ）：４２７ － ８ ；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ｐｌｙ ４２８
［１１１ ］ Ｅｌｉａｋｉｍ Ｒ，Ｙａｓｓｉｎ Ｋ，Ｎｉｖ Ｙ，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ｃｏｍ

［］

， ， （ ）：１０２６ －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ｅｓ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９ ４１ １２

２０１３ １１ ５

１０３１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ｂｙ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
， ， （ ）：１１７０ － １１７４
［９７ ］ Ｋａｋｕｇａｗａ Ｙ，Ｓａｉｔｏ Ｙ，Ｓａｉｔｏ Ｓ，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２ ，
１８ （１７ ）：
２０９２ － ２０９８
［９８ ］ Ｍｕｓｓｅｔｔｏ Ａ，Ｔｒｉｏｓｓｉ Ｏ，Ｇａｓｐｅｒｏｎｉ Ｓ，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ｍａ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
２０１２ ，
４４ （４ ）：
３５７ － ３５８
［９９ ］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Ｕｒｉéｎ Ｉ，Ｏｓｔｉｚ Ｍ，Ｊｉｍéｎｅｚ Ｊ．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ｉｅｓ：Ｐｉｌｌ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 ７６ ６

ＴＭ

［１１２ ］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Ｋ，Ｔｓｉｂｏｕｒｉｓ Ｐ，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 Ｃ，ｅｔ ａｌ． Ｐｉｌｌ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 ，（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９ ６９ ３ Ｐｔ １

）：５７２ －

５７６

［１１３ ］ Ｅｌｉａｋｉｍ Ｒ，Ｆｉｒｅｍａｎ Ｚ，Ｇｒａｌｎｅｋ ＩＭ，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ｌ
Ｃａｍ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ｙ，
２００６ ，
３８ （１０ ）：
９６３ － ９７０
［１１４ ］ Ｅｌｉａｋｉｍ Ｒ，Ｙａｓｓｉｎ Ｋ，Ｎｉｖ Ｙ，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ｃｏｍ

［］

， ， （ ）：１０２６ ，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９ ４１ １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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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１

［１１５ ］ Ｓｔａｎｉｃｈ ＰＰ，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Ｂ，Ｂｅｔｋｅｒｕｒ Ｋ，ｅｔ 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
ｃｏｐｙ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

，
［１１６ ］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Ｒ，Ｂｈａｒｇａｖ Ｐ，Ｒｅｄｄｙ Ｐ，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２Ａ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０７ ，
２２ ：
２０６０ － ２０６３
［１１７ ］ Ｂｏｉｖｉｎ ＭＬ，Ｌｏｃｈｓ Ｈ，Ｖｏｄｅｒｈｏｌｚｅｒ ＷＡ． Ｄｏｅｓ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ａ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ｐａｔｅｎｃｙ？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Ｊ］．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０５ ，３７ ：８０８ － ８１５
［１１８ ］ Ｃｏｈｅｎ ＳＡ，Ｇｒａｌｎｅｋ ＩＭ，Ｅｐｈｒａｔｈ Ｈ，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ｒｏｈ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１ ，
５６ ：
８６０ － ８６５
［１１９ ］ Ｓｉｇｎｏｒｅｌｌｉ Ｃ，Ｒｏｎｄｏｎｏｔｔｉ Ｅ，Ｖｉｌｌａ Ｆ，ｅｔ 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ｖｅｎ ｐａｔ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Ｊ ．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４ Ｍａｒ ２７

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ｒｅ

ｔｅｎｔｉｏｎ［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
２００６ ，
３８ ：
３２６ － ３３０
［１２０ ］ Ｐｏｓｔｇａｔｅ ＡＪ，Ｂｕｒｌｉｎｇ Ｄ，Ｇｕｐｔａ Ａ，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ｖｅｎ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

［］

， ，：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 ３ｙｅａ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８ ５３
２７３２ － ２７３８

［１２１ ］ Ｈｅｒｒｅｒｉａｓ ＪＭ，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ＪＡ，Ｃｏｓｔａｍａｇｎａ Ｇ，ｅｔ ａｌ． Ａｇｉｌｅ ｐａｔｅｎｃｙ

９９１

［１２４ ］ Ｂａｎｄｏｒｓｋｉ Ｄ，Ｊａｋｏｂｓ Ｒ，Ｂｒüｃｋ Ｍ，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 Ｄｅ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ｕｓ
，
［］
， ，
２０１２ ：
７１７４０８
［１２５ ］ Ｂａｎｄｏｒｓｋｉ Ｄ，Ｌｏｔｔｅｒｅｒ Ｅ，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Ｄ，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ｓ

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ｄｅ

［］
， ， （ ）：３３ － ３７
［１２６ ］ Ｂａｎｄｏｒｓｋｉ Ｄ，Ｉｒｎｉｃｈ Ｗ，Ｂｒüｃｋ Ｍ，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 ］．
２００８ ，
４０ （１ ）：
３６ － ３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１２７ ］ Ｂａｎｄｏｒｓｋｉ Ｄ，Ｈｌｔｇｅｎ Ｒ，Ｓｔｕｎｄｅｒ Ｄ，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 ｄｅｆｉｂ
２０１４ ，
２７
ｒｉｌ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ｉ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１ ）：３ － ８
［１２８ ］ Ｃｕｓｃｈｉｅｒｉ ＪＲ，Ｏｓｍａｎ ＭＮ，Ｗｏｎｇ ＲＣ，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ｓ －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Ｊ Ｇａｓ

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 ２０１１ ２０ １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 ｒｅ

ｖｉ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２ ，
４ （３ ）：
８７ － ９３
［１２９ ］ Ｇａｏ ＹＪ，Ｇｅ ＺＺ，Ｃｈｅｎ ＨＹ，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ｂｏｗｅｌ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 ， （ ）：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ｙｉｅｌ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１０ ７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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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关于量和单位及数字的部分要求
本刊严格执行 ＧＢ ３１００ ～ ３１０２ － １９９３《量和单位》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具体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
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使用》。
人和动物体内压力值的单位使用 ｍｍＨｇ、ｃｍＨ Ｏ，但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与 ｋＰａ 的换算系数。
一般情况下，统一使用 Ｌ（升）作为表示人体检验组分浓度单位的分母，而不使用 ｍＬ、ｄ、ｍｍ 等作分母。
单位符号可以与非物理量的单位的汉字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如：次 ／ ｍｉｎ。
在一个组合单位符号中，斜线不应多于 １ 条，例如：ｍｇ ／ ｋｇ ／ ｄ 应写成 ｍｇ ／ （ｋｇ·ｄ）。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必须使用阿拉伯
数字。年份不能简写。例如：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写作 ２００８ － ０８ － ０８。
计量单位前的数字和统计表中的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百分数范围和偏差：前一个参数的百分号不能省略，例如 ３０％ ～ ５０％ 不能写成 ３０ ～ ５０％ 。（１５ ２ ± ２ ）％ 不能写成 １５ ２ ±
２％ 。
附带长度单位的数值相乘，每个数值后单位不能省略。例如：３ ｃｍ × ５ ｃｍ × ８ ｃｍ 不能写成 ３ × ５ × ８ ｃｍ 或 ３ × ５ × ８ ｃ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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