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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扭转 720。经手术复位后肠复活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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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70岁。因“突发腹痛 2天伴恶心呕 

吐”入院。2天前患者无明显诱因突感上腹疼痛，呈 

阵发性绞痛，伴恶心呕吐，非喷射状，为胃内容物，肛 

门未停止排便排气，解黄色大便 1次，量不详。腹透 

未见明显异常，胃镜示食管贲门炎、残 胃炎。予护 

胃、抗感染等治疗后腹痛稍缓解，1天前下午进食后 

腹痛加剧。急诊摄片提示肠梗阻，收治住院。患者 

4年前曾有“胃癌手术史”。2年前曾患“肠梗阻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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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报道 · 

保守治疗 后腹 痛缓 解 ”，体格 检查：BP 150／95 

mmHg，急性痛苦面容，神志清楚，心肺听诊阴性，上 

腹部有长约 18 cm手术瘢痕，腹部稍膨隆，未见胃肠 

型及蠕动波，腹软，上腹部及脐周压痛，无反跳痛，移 

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几乎未闻及。实验室检查： 

Hb 153 g／L，WBC 9．13×10 ／L，血小板计数(BPC) 

375 x 10 ／L。凝血酶原时间(PT)19．7 s，活化部分 

凝血酶原时间(Avrr)15 s。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 

常。腹部 CT示，胃癌术后改变，肠腔积液积气，肠 

系膜血管扭曲、漩涡征，提示肠扭转，腹腔内积液。 

人院诊断：肠扭转，胃癌术后。拟行剖腹探查术。术 

中见腹腔内约lO00ml淡血性积液，吸尽后探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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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顺时针扭转 720。，小肠广泛发黑并塌陷，刺激无 

蠕动，扩张明显。逆时针复位后，温生理盐水湿敷小 

肠约20 rain后，屈氏韧带下 50 cm及回盲部 15 C1TI 

小肠颜色稍发红，有蠕动。术中诊断小肠扭转，广泛 

小肠坏死。与家属沟通建议行广泛小肠切除，切除 

术后可能出现短肠综合征，需要全肠外营养。家属 

考虑术后预后不良放弃手术。将小肠回纳腹腔。术 

后 3天内 38．5～39℃，P 120—130次／分，BP 

100～130／70～80 mmHg，血氧饱和度95％以上。出 

现2次呕血(200 ml、100 m1)及便血(均为 300 m1)。 

考虑肠黏膜坏死导致。胃管内引流出约 200 ml咖 

啡色液体。术后第 5天 7T 38 cIC以下，P 76～100次／ 

分，BP 100～110／70～80 mmHg，胃管内引流出淡绿 

色液体，解草绿色大便 2次，腹部无腹膜炎体征，可 

闻及少许低弱肠鸣音。P11术后 1、11、13天复查分 

别为 19．7、15．6、16．1。术后第 5、13天 H—D二聚 

体、纤维蛋 白降解产物分别 为 3 787．11 ng／ml、 

>5 g／ml和 832．49 ng／ml、<5 g／ml。第 14天 

行腹部血管成像(CTA)示肠系膜血供通畅，血供已 

达肠系膜三级动脉弓。提示肠管已恢复生机，第 l5 

天给予肠内营养管500 ml葡萄糖氯化钠缓慢滴入， 

第 16天给予 500 ml肠内营养混悬液，均未诉明显不 

适感。患者经禁食、制酸、加强抗感染补液、营养支持、 

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对症处理后康复出院。 

讨论 小肠扭转是一种肠袢沿系膜长轴旋转而 

造成闭袢型肠梗阻，同时系膜血管受压，也是绞窄性 

肠梗阻。有报道  ̈小肠扭转约 占急性肠梗 阻的 

1．1％。具有起病急、发展快、并发症多、病死率高等 

特点。常因肠袢及系膜过长，系膜根部附着处过窄 

或粘连收缩靠拢等解剖因素及小肠憩室、肿瘤、先天 

性系膜囊肿等病理因素，并因肠内容物重量聚增，肠 

管动力异常 以及突然体位改变等诱发因素而引 

起 』。老年人肠扭转因其自身的特点，其临床表现 

常不典型，加之小肠扭转诊断较困难，故术前诊断率 

不高。全小肠扭转并出现大面积小肠坏死预后改善 

的关键是尽早作出诊断并及时手术治疗。当腹膜炎 

体征出现后，往往发生肠坏死、感染性休克，术后短 

肠综合征成倍增加。 

本病例根据病史、体征及腹部 CT诊断为肠扭 

转，立即手术治疗，术中见广泛小肠坏死，患者考虑 

术后预后不良的顾虑而放弃切除小肠。但术中已将 

扭转肠系膜复位，已从某种程度上解除了肠壁血运 

受阻的局面，随着受压肠系膜血栓的机体下纤溶系 

统的作用而自行溶解，肠壁血供已有再通及恢复血 

供。本病例可能仅为肠黏膜的部分坏死而肠壁肌 

层、浆膜层仍存活，随着肠系膜血管的再通，受损的 

小肠肠管亦恢复生机。根据患者病理过程出现呕血 

及从便血到解草绿色大便，从 胃管内引流出咖啡色 

液体到淡绿色液体，均考虑肠黏膜坏死导致。腹部 

未出现腹膜炎体征，到可闻及少许低弱肠鸣音。从 

凝血酶原时间、H—D二聚体、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指标 

动态变化及第 14天行腹部 CTA检查提示。解除了 

肠壁血运受阻的局面，随着受压肠系膜血栓的机体 

下纤溶系统的作用下 自行溶解，肠壁血供已有再通 

及恢复血供，肠管恢复了生机。随着影像技术的发 

展及对肠扭转进一步的认识，对于高度怀疑为本病 

的病例，行 64层螺旋 CT血管成像及平扫使小肠扭 

转早期诊断率大大提高 ，在扭转的肠袢发生坏死 

前即行复位。恢复肠管及血运通畅，降低肠管坏死 

切除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手术中对肠管活力的 

判断，特别是对广泛性小肠扭转坏死者，尤其是正常 

小肠不足 100 cm者应谨慎处理，坚持反复用湿热盐 

水纱布热敷至少 30 rain以上，观察肠壁色泽及肠蠕 

动恢复情况，在肠系膜根部注射 1％利多卡因，再决 

定是否行广泛性坏死肠段切除 j。本病例就是对 

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对肠管活力的判断进一步的挑 

战。总之，小肠扭转为绞窄性肠梗阻，病死率高，预 

后严重，应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这对提高本病 

治愈率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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