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体检项目中， 很多人都
会经常忽视大便常规的检查， 认为
“太麻烦”。 其实， 大便常规检查之
所以是 “三大常规” 检查项目之
一， 是因为在医学上有着重要的意
义， 是各种消化道疾病的 “报警
器”， 比如消化道微量出血可能是
恶性肿瘤早期的唯一症状， 而大便
隐血试验是发现微量消化道出血的
唯一有效检查手段。 那么， 大便常
规一般都查些什么？ 检查时需要注
意些什么呢？

大便常规都查些什么？
正常情况下， 大便主要是由食

物消化后不能吸收的食物残渣、 纤
维素、 消化道分泌物、 消化道脱落
细胞、 细菌、 无机盐和水组成。 正
常人每日排便 1~2 次， 排出量大约
为 150~200 克， 其量随食物种类、
进食量及消化功能而各异。 大便常
规就是对大便进行观察和检验的一
项检查， 检查项目有一般性状、 显
微镜检查、 隐血试验。

一般性状 这一检查主要是根
据肉眼观察到的大便颜色和形状，
初步了解食物消化情况， 判断胃
肠 、 胰腺、 肝胆功能。 正常情况
下， 大便呈棕黄色， 成形， 质软，
婴儿大便可以呈金黄色。

显微检查 显微检查主要是通
过显微镜下观察大便中是否有红细
胞、 白细胞、 寄生虫卵等， 以了解
消化系统有无炎症、 出血、 寄生虫
感染、 恶性肿瘤等。 正常情况为

“阴性”。
隐血试验 隐血试验对消化道

出血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
值， 在消化性溃疡、 胃癌、 炎症性
肠病、 肠道寄生虫病、 大肠癌等疾
病导致的消化道出血中， 阳性率很
高， 同时该试验也是目前对消化道
肿瘤筛查应用最广泛的手段。 如果
患者在排除食物、 药物影响外， 连
续 3 次大便隐血试验阳性， 则要引
起高度重视。

哪些人需要做大便常规检查？
很多人会嫌大便常规 “麻烦”

而放弃检查， 以下两类人千万不
能偷这个懒， 一定要完善大便常
规检查。

第一类是大便颜色改变者。 如
果大便呈柏油样可能是消化道出
血； 呈鲜红色可能是痔疮、 结肠癌
等； 如大便呈陶土色者， 可能是阻
塞性黄疸； 如大便呈黄绿色， 可能
是伪膜性肠炎。

第二类是大便形态改变者。 如
大便呈稀水样者， 可能是急性胃肠
炎、 食物中毒、 伪膜性肠炎等； 如
大便带有粘液或脓血者， 可能是肠
炎、 溃疡性结肠炎、 结肠癌、 直肠
癌、 痢疾等； 如大便突然变细或如
厕困难者， 很可能是肠癌， 因为肠
癌会导致直肠变窄， 大便就变细变
困难了。

留取大便标本
有哪些注意事项？

因大便颜色、 性状受食物、 药
物和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以发
生较大改变， 检验过程中容易出现
假阴性或假阳性， 造成误诊， 因此，
留取大便标本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 ， 检查前 3 天应限制食
肉、 动物内脏、 动物血、 菠菜等绿
叶蔬菜和某些药物 （如铁剂、 维生
素 C 等）， 以免出现假阳性结果；
留取大便的器皿要保证清洁干燥，
不能有水， 因为水会使大便中细胞
成分崩解， 而且会使血液成分溶解
流失， 出现假阴性。

其次， 要学会正确留取标本。
如果大便有异常， 应留取肉眼看上
去非正常的部位， 取便量有黄豆粒
大小即可， 如果是腹泻稀便， 量可
多留些； 如果肉眼观察没有明显异
常， 则应在 3 个以上不同部位留取
标本， 即 “多点取材”； 如果一时
排不出大便而又急需检查的， 可以
用指套或棉签经肛门拭取标本。

最后， 所留取的标本应避免污
染， 如不得被尿液 （特别是月经期
女性） 等污染， 标本应立即送检，
最好不要超过 1 小时， 若标本留置
时间过长， 可能影响检验结果。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体检科副主任医师 叶新萍

�������有些人喜欢用煮沸的牛
奶冲生鸡蛋吃， 认为可以“补
上加补”， 其实， 这样的做法
并不科学。 由于生鸡蛋中可能
带有沙门氏菌等致病菌， 这些
细菌仅靠牛奶的温度是不能被
全部杀灭的， 食用后容易引起
胃肠炎。 而且生鸡蛋中的抗胰
蛋白酶因子还可抑制胰蛋白酶
的活动， 使鸡蛋中的蛋白质不
易吸收。 因此， 鸡蛋最好熟透
后再吃， 既能保证营养又符合
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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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11 家庭医生
２０18年5月24日 星期四�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ｃｏｍ 版式：洪学智

“牛奶冲鸡蛋”
不科学

张医生：
最近单位组织体检， 我

的肾脏 B 超报告为“左肾多
发囊肿”， 请问这是不是我们
平时说的多囊肾？ 是否需要
治疗？

长沙读者 杜先生

杜先生：
多囊肾和多发肾囊肿是

有区别的。 肾囊肿是指肾脏
内出现单个或多个与外界不
相通的囊性病变， 一般没有
症状， 不影响肾功能， 患者
往往是在体检时偶然发现 ，
预后良好 ， 无需特殊治疗 。
肾囊肿有单发和多发之分 ，
其中， 多发性肾囊肿容易与
多囊肾混淆。

多囊肾为肾实质中有无
数大小不等的囊肿， 是一种
遗传性疾病， 患者往往有家
族史， 可引起肾肿大、 肾区
疼痛、 高血压、 血尿、 蛋白
尿等， 病变广泛且影响肾功
能， 严重者可引起肾衰， 目
前尚无特异治疗方法， 主要
以降血压、 控制感染、 延缓
肾功能衰竭为主。

张医生

������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和治疗呼
吸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 但很多人
一提到支气管镜， 第一感觉就是难
受， 有没有让人更易接受的支气管
镜检查方式呢？ 答案是有。 患者在
检查过程中的舒适度主要与麻醉
方式有关， 目前， 支气管镜术前麻
醉方式主要有 3 种———局部麻醉、
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联合静脉镇
痛镇静。

局部麻醉采用利多卡因雾化吸
入， 以及镜下直接喷洒利多卡因。
传统支气管镜检查基本均采用该
麻醉方式， 优点是简单易行、 经济

实惠， 但缺点是， 在局部麻醉下操
作会对患者产生强烈的刺激， 敏感
者易出现精神紧张、 恐惧、 剧烈咳
嗽等不适， 甚至因不能耐受检查而
中断。

全身麻醉由麻醉医生实施， 需
要患者气管插管、 喉罩或硬质气管
镜来建立人工气道， 给予患者机械
通气来完成。 优点是患者对所有操
作完全不知， 舒适度最高， 但缺点
是需要特定的环境下 （如手术室）
由麻醉医生实施， 需要建立人工气
道， 费用高昂。

局部麻醉联合静脉镇痛镇静

又叫清醒镇静， 是指在局部麻醉
的基础上， 再给予少量的镇痛镇
静药物， 使患者维持在基本清醒
状态， 提高对支气管镜检查的耐
受性 。 与单纯局麻比， 可明显提
高患者的舒适度， 而与全身麻醉
相比， 因清醒镇静对呼吸影响很
小， 不需要建立人工气道， 可以
在支气管镜室由临床医生实行 ，
费用较少。 此种麻醉方式最易被
医生、 患者接受， 临床应用也最
为广泛。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刘超群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51

■张医生信箱体检时，你是否也懒得做大便常规？

������不久前， 宋先生单位组织了一
次体检， 医生给他开了个“三大常
规” 检查， 可宋先生觉得“大便常
规” 很麻烦， 不太愿意做。 医生在
询问中得知宋先生近半年来排便不
规律后， 强烈建议他完善大便常规
检查。 结果提示： 隐血试验强阳
性， 后经进一步检查确诊宋先生患
上了升结肠低分化腺癌。

大便常规有意义 两类人群应重视

联 合 麻 醉 �让支气管镜检查更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