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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性阑尾炎超声检查与临床特点

蔡摇 琦1,谢宗玉2

[摘要]目的:探讨血吸虫性阑尾炎的超声检查价值与临床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 41 例经病理诊断证实的血吸虫性阑尾炎

超声征象及其对应的临床特点,并与 80 例非血吸虫性阑尾炎进行比较。 结果: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年龄高于非血吸虫性阑尾

炎患者(P < 0. 01);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癌变率、穿孔率与化脓率均高于非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P < 0. 01);血吸虫性阑尾炎

患者超声检查直接及间接征象均较非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丰富(P < 0. 05 ~ P < 0. 01)。 结论:超声检查与相应的临床特点相

结合,对血吸虫性阑尾炎的诊断及治疗有帮助,将有利于患者的手术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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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1trasonograph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CAI Qi1,XIE Zong鄄yu2

(1.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Xuancheng,Xuancheng Anhui 242000;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ultrasonography valu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Methods: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ultrasonographic signs in 41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cases diagnosed by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whose were compared with 80 non鄄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cases. Results:The age of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鄄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s ( P < 0. 05 ). The canceration, perforation and suppuration rates in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鄄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s ( P < 0. 01 ).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ultrasonographic signs in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s were more plentiful than those in non鄄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 patients(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ultrasonograph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help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chistosomal appendicitis,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operatio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appendicitis;schistosomiasis;ultrasonography;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摇 摇 我国血吸虫流行区急性阑尾炎标本中血吸虫虫

卵沉积率较高。 一般认为虫卵在阑尾黏膜下沉积,
引起阑尾壁纤维化、管腔狭窄、血运不良等可能成为

急性阑尾炎的诱因。 其临床表现与一般阑尾炎相

似,但病情发展快,阑尾坏死、穿孔的发生率高,且出

现较早[1]。 因盲肠及阑尾有血吸虫所致的病变,阑
尾粗大而脆弱,手术时易牵拉破裂及残端处理困难。
术后出现残余脓肿及肠瘘机会也多[2],应引起重

视。 目前国内对血吸虫性阑尾炎的临床特点研究较

多,但尚无对其超声影像学特点的描述,本文重点研

究血吸虫性阑尾炎的超声征象及其所对应的临床特

点,探讨超声检查血吸虫性阑尾炎的实用价值。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

经我院外科手术及病理证实的急性阑尾炎患者

121 例,依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血吸虫组和非血吸

虫组。 其中血吸虫组患者 41 例,男 27 例,女 14 例,
年龄 20 ~ 81 岁;非血吸虫组患者 80 例,男 51 例,女
29 例,年龄 5 ~ 70 岁。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腹部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
1. 2摇 仪器与方法摇 仪器采用 PHILIPS IU22,HD11,
HD6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凸阵 3. 5 ~
5. 0 MHz,线阵 7 ~ 10 MHz。 患者取仰卧位和左前倾

斜20毅 ~ 40毅,但对显示困难者,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检查者用左手推挤

[3] 摇 蔡兴苑,卢丹,张建萍,等. 阴道发育异常 144 例临床分析[ J] .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3,29(7):562 - 565.

[4] 摇 乐杰主编. 妇产科学[M]. 6 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365 - 364.

[5] 摇 刘慧冰,李战飞,栗河舟,等. 先天性阴道斜隔综合征的超声诊

断分析[J] . 临床超声医学杂志,2015,17(4):287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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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腹部,使阑尾移向超声扫查区[3],先用低频探

头多切面寻找阑尾,找到压痛最明显处后,换用高频

探头探查阑尾。 将肿胀的阑尾外周出现宽 > 10 mm
的不规则高回声结构者记录为阑尾周边高回声结构

阳性[4]。 逐一记录腹腔积液、同心圆征等超声征

象,并与手术及病理结果相对照。 最后询问患者有

无血吸虫病史并检查患者的肝脏,注意其有无网格

状改变。 整个过程由 2 ~ 3 名主治以上医师完成。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字2 检验和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超声征象摇 超声征象各指标中,同心圆征象和

回盲部色块或肠管壁增厚征象(见图 1 ~ 4)阳性率

在血吸虫组与非血吸虫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其余各指标阳性率均为血吸虫组高于非

血吸虫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临床及病理特点摇 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年龄

为(52. 02 依 16. 41)岁,高于非血吸虫性阑尾炎患者

的(41. 66 依 19. 89)岁( t = 2. 87,P < 0. 01);临床及

病理特点指标中合并癌变率在 2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其余各指标阳性率血吸虫组患者

均高于非血吸虫组(P < 0. 01)(见表 2)。 血吸虫组

患者标本经 HE 染色后放大 400 倍,可以找到虫卵

(见图 5)。

表 1摇 血吸虫性阑尾炎与非血吸虫性阑尾炎超声征象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右下腹

异常征象

阑尾周边

高回声

同心圆

征象

回盲部包块或

肠管壁增厚征象

腹腔

积液征象

肝脏

网格状改变

血吸虫组 41 35(85. 37) 32(78. 05) 21(51. 22) 4(9. 76) 13(31. 71) 24(58. 54)

非血吸虫组 80 55(68. 75) 23(28. 75) 35(43. 75) 1(1. 25) 5(6. 25) 2(2. 50)

合计 121 90(74. 38) 55(45. 45) 56(46. 28) 5(4. 13) 18(14. 58) 26(21. 49)

字2 — 3. 93 26. 57 0. 61 3. 04 13. 87 50. 46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我国南部地区曾经是血吸虫病高发区,很多城

市都设有专门的防疫站。 虽然此类疾病属地方性疾

病,但如今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其他地域也会逐渐多

发。 目前国内对血吸虫性阑尾炎临床特点研究较

多,多本教科书上对其发病机制也有详细的描述。

表 2摇 2 组患者临床、病理特点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合并

穿孔

合并

脓性渗出

合并

癌变

合并血吸虫性

肝纤维化病史

镜下

见虫卵沉积

血吸虫组 41 10(24. 39) 30(73. 17) 2(4. 89) 24(58. 54) 41(100. 00)

非血吸虫组 80 摇 2(2. 50) 29(36. 25) 1(1. 25) 摇 2(2. 50) 摇 0(0. 00)

合计 121 12(9. 92) 59(48. 76) 3(2. 48) 26(21. 49) 41(33. 88)

字2 — 12. 19 14. 79 0. 36 50. 46 121. 00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阑尾血吸虫病一般呈慢性病理过程,所以在本研究

中,此类患者的年龄较非血吸虫性阑尾炎的患者偏

大。 然而在上述病理基础上一旦诱发细菌感染则可

导致阑尾的急性化脓或坏疽性改变。
血吸虫性阑尾炎典型症状、体征和一般阑尾炎

无太大区别,但仍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它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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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穿孔率高,且术后出现残余脓肿及肠瘘机会也

多。 术中病理资料提示此类阑尾常明显增粗,浆膜

面粗糙,伴有脓性渗出物覆盖[5]。 此时患者进行超

声检查就会发现比较典型的阑尾炎超声征象,超声

低频探头显示阑尾切面呈明显肿胀的长管状或“蚯
蚓状冶结构,回盲部肠管常水肿、增厚,右下腹可见

较多游离液性暗区,高频探头显示其管径大多在

1. 0 cm以上,管壁呈“双层冶,横断面呈典型的“双圆

环征冶 [6]。 这些特点在本文中亦得到证实。 有学

者[7]曾经报道,血吸虫性阑尾炎 38 例中有 9 例发生

坏疽穿孔。 其次,血吸虫性阑尾炎的癌变率也比较

高,本研究 41 例患者中,有 2 例发生癌变。 有文

献[8]表明,阑尾血吸虫病与癌有关系,可能是虫卵

在阑尾壁长期反复的机械性刺激或虫卵毛蚴分泌毒

素的作用,导致黏膜上皮及腺体过度增生演变为癌。
本研究中 2 例发生癌变的患者术前均由超声检查出

右下腹包块、肠管壁增厚、肝回声增粗或“网格样冶
改变的征象,再结合患者的疫区病史,考虑到血吸虫

性阑尾炎不排除癌变的可能,及时安排患者进行了

手术。 因为血吸虫性阑尾炎并发症多见,病理改变

显著,不同于普通的阑尾炎,所以及时、准确的诊断

此类疾病对于病情告知、临床治疗以及手术方式的

选择会有较大帮助。 例如:手术过程术中,应注意保

护切口,应探查肠系膜及升结肠等处是否有血吸虫

肉芽肿存在,对阑尾根部要妥善包埋以防止粪瘘发

生,对坏疽、穿孔患者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皮下半

管。 术后应加强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应用抗血吸

虫药物[9]。
在血吸虫性阑尾炎疾病的诊断中,仅仅依赖血

吸虫病史去诊断此类疾病显然是不够的。 不同个体

的临床表现变化很大,很难在术前做出明确诊断,但
又不能将其与一般的阑尾炎等同视之,这样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治疗与预后。 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术前超声检查时一些特殊的超声征象可对本病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帮助。
首先,阑尾炎所特有的右下腹超声征象出现的

概率更高,种类也更多,一些在普通阑尾炎患者中较

少出现的腹腔积液,阑尾周边高回声结构阳性,回盲

部肠壁增厚征象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 阑尾周边高

回声结构阳性提示炎症病变较严重,阑尾发生与周

围组织粘连、穿孔等病变的可能性大[10]。 腹腔积液

的回盲部肠壁增厚征象与该类患者病程快、穿孔率

高、阑尾粗大、术后肠瘘机会多的临床特点相吻合。

详细描述这些超声征象可以为患者的病情告知及手

术时间、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同时,由于血吸虫性

阑尾炎的术后并发症多,超声检查还可以提供术后

检查。 其次,此类患者还有一个特殊的腹部超声征

象,即肝脏的血吸虫性纤维化改变。 有此超声征象,
再加上右下腹的超声改变,可以对临床血吸虫性阑

尾炎的诊断提供帮助。 值得指出的是,血吸虫性阑

尾炎有时会形成回盲部包块的超声征象,有学者[11]

曾报道过将血吸虫性阑尾炎形成的回盲部包块误诊

为肠癌。 本研究中,有 7 例患者表现为回盲部包块

的超声征象,最后仅有 2 例确诊为回盲部的肿瘤。
这对患者回盲部包块的鉴别诊断有所提示。 当然,
本病的确诊最后还是依赖病理检查。 镜下阑尾各层

均见到虫卵,以黏膜下层沉积虫卵最多[5]。 这一点

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综上所述,血吸虫性阑尾炎的临床特点往往有

其相对应的超声征象,对这些超声征象的详细描述

对于临床诊断、病情告知、手术治疗、术后观察都可

以提供较大的帮助,应该引起临床的重视。 建议临

床怀疑阑尾炎的患者应做全腹部的超声扫查而不仅

做右下腹的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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