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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肠闭锁 38例手术治疗分析 

姜 磊，宫 莉，徐建中，付晓君，周 凯 

- 临床 医 学 · 

[摘要]目的：探讨先天性肠闭锁的手术治疗方法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对 1990～2009年收治的 38例先天性肠闭锁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8例患儿中十二指肠闭锁 5例，空回肠闭锁 3O例 ，结肠闭锁 3例；其中隔膜型7例，盲端型28 

例，多节段型3例。术前均获确诊。合并肠旋转不良2例 ，胎粪性腹膜炎3例。38例中治愈存活34例，术后病死2例，放弃治 

疗 2例；治愈率为89．47％。结论：先天性肠闭锁的于术方式应根据闭锁部位及类型来选择，其疗效和预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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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treatment of 38 cases of congenital intestinal atresia 

JIANG Lei，GONG Li，XU Jian—zhong，FU Xiao—jun，ZHOU Ka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discuss the surgical procedures for congenital intestinal atresia，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38 cases of congenital intestinal atresia from 1990 to 200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Of the 

38 cases of condenital intestinal atresia，5 had duodenor atresia，30 small intestine atresia and 3 colon atresia；7 cases were of 

septumtype atresia type，28 eases caecum atresia type and 3 cases nmhiplelevel atresia type．Two cases were complicated with 

malrotation of intestine and 3 cases with malrotation ot intestine．Thirty—four cases were cured and survived．2 died and 2 gave up 

therapy．The curative rate was 89．47％ ．Conclusions：Surgical therapy is the only choice for treatment of congenital intestinal atresia．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and type of the atresia．The efli~ct and prognosis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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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肠闭锁是新生儿较常见的一种消化道畸 

形，也是引起新生儿肠梗阻的重要原因；临床表现各 

异，早期诊断困难，影响其预后的因素复杂，病死率 

较高⋯。1990～2009年，我院共收治先天性肠闭锁 

38例，治疗效果满意，术后存活率达 89．47％，现作 

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30例，女 8例；出生 日龄 

23 h至5天。早产儿4例，体重 2．2～3．4 kg。38 

例患儿出生后均有频繁呕吐，不同程度的腹胀和无 

正常胎粪排出。呕吐物为胆汁样液体，其巾含粪汁 

样液体8例。小肠闭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胀，部 

分表现为全腹胀，可见胃肠型及蠕动波，4例表现为 

上腹胀。腹部立位平片呵见双泡征5例，三泡征 12 

例，阶梯状气液平 25例，结肠内无气体影。结肠闭 

锁表现为全腹肠管充气扩张伴大小不等液平。30 

例行钡剂灌肠摄片，其中26例显示结肠细小呈胎儿 

型结肠，3例结肠闭锁。 

1．2 临床分型 根据 Grosfeld分型标准 ：十二指肠 

闭锁5例，均为隔膜型；小肠闭锁30例，其中隔膜型 

2例，多发型闭锁 2例，Ⅱ型闭锁 2例，III a型闭锁 

23例，IlIb型闭锁 1例；结肠闭锁 3例，其中多发型 

闭锁 1例，llIa型2例。闭锁近端的肠管扩张，直径 

达3～5 cm，肠管水肿肥厚，闭锁远端小肠肠管萎瘪 

细小，直径约 0．5 cm。合并肠旋转不 良2例，胎粪 

性腹膜炎 3例。 

1．3 手术方式 38例患儿手术治疗方式见表 1。 

表 1 38例患儿手术治疗方式(n) 

手术方式 卜 肠 d

闭

,N

锁 蔷鬃合计 

示附加或辅助手术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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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多器官功能不全；1例 

术后第5天切口裂开，急诊行二次缝合，术中发现吻 

合口愈合不良行肠造瘘术，家人拒绝，放弃治疗。术 

后并发新生儿肺炎7例，粘连性肠梗阻5例，切口感 

染愈合不良4例，新生儿硬肿症3例，均经保守治疗 

后痊愈出院。 

3 讨论 

3．1 病因和诊断 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的临床表 

现主要是肠梗阻的症状，而症状出现的早晚和轻重 

取决于梗阻的部位和程度。十二指肠闭锁和高位小 

肠闭锁呕吐出现早，呈渐进性加重。低位小肠闭锁 

和结肠闭锁多在出生后 2～3天出现，以腹胀为主要 

特征。肛门指检为黄白色黏液块 ，无正常胎粪排 

出，可帮助与直肠闭锁、全结肠型巨结肠鉴别 。 

腹部 x线立位片为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本组十 

二指肠闭锁和空肠上段闭锁显示为双泡征、三泡征， 

其余部位为致密实影。低位肠闭锁显示为程度不等 

的胀气肠管伴阶梯状液平面。腹部钙化影提示胎粪 

性腹膜炎。钡剂灌肠若提示为胎儿型结肠则可确 

诊。本组病例根据临床症状 、体征及腹部 x线片， 

在术前基本可以确诊。 

3．2 手术方式的选择 手术是治疗先天性肠闭锁 

的唯一有效手段，一旦确诊应及时手术治疗。根据 

不同的病理类型采取合理的手术方式。(1)十二指 

肠侧侧菱形吻合：是十二指肠闭锁首选，特别是闭锁 

部位位于十二指肠乳头附近或上方者，采用十二指 

肠侧侧菱形吻合不易损伤十二指肠乳头，较符合新 

生儿正常的生理结构，菱形吻合口呈持续开放状态， 

利于肠内容物的通过，肠功能恢复早。(2)隔膜切 

除、肠管纵切横缝：十二指肠远端及空肠近端的膜状 

闭锁行隔膜切除肠管纵切横缝，此术式损伤小，对肠 

管的血运没有影响，成形后肠管粗细交界处平缓且 

轴心相对，易于压力传递和肠内容物的通过，有利于 

肠功能尽早恢复 。本组行此术式6例患儿均痊愈 

出院。(3)扩张肠管切除、端背吻合术 ：小肠和结肠 

闭锁应选择行近端扩张肠管切除、端背吻合术，闭锁 

近端肥厚扩张的肠壁组织切除 20 cm，远端切 除 

5 cm，并适度剖开肠系膜对侧缘肠管，使远近端吻合 

口直径接近，用 3-0或 5-0丝线或无损伤丝线行单 

层内翻缝合，有效地使通过口径增大，利于肠内容物 

的通过和肠功能的恢复。有研究 发现，肠壁内神 

经丛和神经节细胞对肠蠕动功能起重要作用，除隔 

膜型外，其余各型闭锁远近端肠管壁内神经丛和神 

经节细胞均显著减少，其范围近端约 15 cm，远端约 

2～3 cm。超范围切除病变肠管，有利于术后肠蠕动 

的恢复，吻合口愈合，减少吻合口狭窄和吻合口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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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合并畸形的处理：新生儿肠闭锁患儿常合并其 

他畸形 ，要妥善处理。对合并胎粪性腹膜炎者，应尽 

量采用简捷的手术，避免过多的分离粘连，合并肠旋转 

不良者应行 I_add S手术并阑尾切除术。 

3．3 影响预后的因素 影响本病疗效和预后的因 

素较多。结合本组资料及相关文献，总结以下几点： 

(1)与患儿就诊时间的早晚和出生时体重有关。本 

组有 15例出生后 3天内就诊 ，部分患儿产前 B超就 

已确诊，早期治疗效果更好 。(2)早期明确诊断 

后，行胃肠减压，保暖，加强呼吸道管理，合理使用抗 

生素，纠正水、电解质平衡都是必要的术前准备。 

(3)术后采用全 胃肠外静脉营养 ，同时适当给予血 

浆，白蛋白对于维持患儿体温，提供足够热量和氮 

量，减轻机体负担，避免应激反应和术后吻合口瘘的 

发生有重要作用。(4)术后一般 3～4天即有排气 

排便，此时通而不畅，吻合口的水肿尚未完全消退， 

吻合 口萎瘪，肠管蠕动不良，过早进食仍可出现呕 

吐，且影响吻合口的愈合，甚至导致吻合 口瘘。因 

此，仍应坚持胃肠减压，禁食时问应延至 2周，使吻 

合口在尽量减少活动的情况下尽早愈合。(5)术后 

第 2天开始采用 20 ml石蜡油灌肠 ，每天 1次，刺 

激远端废用性肠管的蠕动，促进肠功能的恢复，并润 

滑肠管帮助粪便排出。(6)改进肠吻合。术中吻合 

前用生理盐水冲洗远端肠管，一方面可发现有无它 

处遗漏的闭锁；另一方面也可冲出远端肠管内容物， 

以利于术后肠功能恢复；另外还可使远端肠管膨大， 

有利于吻合。吻合时采用无损伤缝线，单层间断缝 

合法 ，有助于吻合口的通畅，减短手术时间，避免 

吻合口边缘组织过多内翻，降低吻合 口狭窄和吻合 

口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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