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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在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中的临床诊断价值及漏诊分析
赵 燕 员袁朱善良 员袁刘廷会 员袁俞海国 圆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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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超声声像图特征及其在临床上的诊断价值袁提高对本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遥

方法院收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员猿 例经临床确诊为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患儿的超声表现袁与手术结果尧病理诊断
及预后进行对比分析袁总结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声像图特征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遥 结果院经超声检查的 员猿 例患儿中袁员圆

例与临床诊断相符合袁员 例因腹腔大量胀气未能发现病灶漏诊遥 员猿 例中 员园 例行外科手术袁另 猿 例保守治疗遥 员 例因术后重度感

染放弃治疗袁其余患儿预后良好遥 结论院超声能正确诊断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袁在临床上具有重要诊断价值袁同时应注意和腹腔
畸胎瘤尧系膜囊肿等相鉴别袁减少误诊及漏诊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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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是胎儿时期肠穿孔引起的
化学性腹膜炎咱员暂遥 员怨苑怨 年临床上首次应用超声检查
出胎儿胎粪性腹膜炎以后咱圆暂袁对此报道不断增加袁而
对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报道甚少遥 本研究收集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近两年来经临床确诊
为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并行超声检查的 员猿 例患儿袁
分析总结其声像图特征袁并与手术结果对照分析袁以
提高超声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价值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缘 月收治 员猿 例新生儿胎
粪性腹膜炎患儿袁最小出生 圆 澡袁最大出生后 愿 凿遥 其
中男 怨 例袁 女 源 例曰猿 例是早产儿袁员园 例为足月儿遥
出生时体重 圆 员园园耀源 怨园园 早渊平均 猿 猿圆缘 早冤遥 患儿多
数以腹胀尧呕吐进行性加重来就诊遥 入院后行超声
检查袁提示为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 员圆 例袁另 员 例超
声提示为腹腔大量胀气袁经手术证实为新生儿胎粪
性腹膜炎遥
员援圆 方法
使用菲利浦 陨耘圆圆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袁探头
频率 猿援缘耀员园援园 酝匀扎袁患儿取仰卧位袁腹部涂耦合剂袁
行横切尧纵切尧斜切慢慢滑行扫查袁发现腹腔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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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块时袁低频探头与高频探头结合使用袁对其重点扫
查袁观察内部回声结构及周边情况袁结合彩色多普勒
观察是否有血流显示遥 男性患儿要追加扫查双侧阴
囊袁观察是否有鞘膜积液及钙化斑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超声表现
员猿 例患儿超声检查中 员园 例发现腹腔包块袁圆 例
为腹腔多处钙化斑袁均诊断为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遥
另 员 例为腹腔大量胀气袁由于气体严重遮盖袁未能发
现异常图像遥 员园 例腹腔包块中 苑 例为混合型包块袁
包块内回声强弱不均袁以实性强回声为主袁为点状尧
片状及团状增强回声袁部分后伴声影袁小部分为不规
则的低回声及暗区回声遥 包块边界毛糙袁不光整袁呈
厚薄不均的强回声光环显示渊图 员粤尧月冤遥 彩色多普
勒血流显示包块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渊图 员悦冤遥 另 猿
例超声检查显示为囊性包块袁包块内见散在的点状尧
团状钙化斑漂浮袁包块边界欠清晰袁不光整袁周边呈
强回声显示渊图 员阅冤遥 圆 例腹腔多处钙化斑的超声表
现为腹腔探及多处散在的小斑点状增强回声袁呈野暴
风雪征冶咱猿暂遥远 例超声显示肠腔明显扩张袁内见大量暗
区回声及光点漂浮遥 缘 例超声显示为睾丸鞘膜积液袁
双侧阴囊内见大量暗区回声包绕着睾丸袁 部分病例
显示为暗区内见散在的增强光点及光斑漂浮遥 苑 例
超声提示为腹腔积液遥
圆援圆 手术结果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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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男婴袁出生 猿 澡袁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内见粗大强回声光点及少量暗区回声袁后壁呈强回声显示曰月院男婴袁出生 员 凿袁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内见粗

大强回声光点尧光斑及少量低回声袁后壁呈强回声显示曰悦院女婴袁出生 猿 凿袁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彩色多普勒显示包块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曰阅院男
婴袁出生 圆 凿袁腹腔假性囊肿袁暗区内见散在点状尧团状钙化袁后伴声影袁周边呈不光整强回声显示袁再次复查包块缩小遥

图员

高频超声检查不同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声像图表现

员猿 例经临床确诊为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患儿
中袁其中 员园 例行外科手术袁另 猿 例保守治疗遥 员猿例患
儿中 员圆 例与超声诊断相符合袁员 例因腹腔大量胀气
未能发现病灶漏诊遥 员园 例患儿术中发现肠坏死尧肠
穿孔袁其中 缘 例合并肠闭锁袁猿 例合并短肠综合征袁员
例合并肠扭转尧肠出血遥 员园 例患儿中 愿 例术中发现
腹腔钙化包块袁圆 例腹腔多处散在钙化斑遥 远 例术中
发现肠腔明显扩张袁苑 例腹腔积液遥 员园 例患儿行肠
切除尧 肠造瘘与腹腔冲洗引流术袁怨 例术后抗感染袁
止血及营养支持治疗袁造瘘口留置肛管袁积极护理袁
大便通畅后出院遥 员 例因术后重度感染家长放弃治
疗自动出院遥 猿 例未做手术经临床保守治疗的患儿袁
表员
例数
猿
猿
员
猿
员
圆

超声表现
腹腔假性囊肿袁内见钙
化斑
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内
见钙化斑袁腹水
腹腔大量胀气袁 睾丸
鞘膜积液
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内
见钙化斑袁肠腔扩张袁
腹水袁睾丸鞘膜积液
腹腔混合性包块袁内
见钙化斑袁肠腔扩张袁
腹水袁睾丸鞘膜积液
腹腔多处钙化斑袁肠
腔扩张

月 超多次复查囊性包块逐渐缩小至消失袁 痊愈出院
渊表 员冤遥
圆援猿 病理诊断
员园 例行外科手术的患儿均做了病理检查袁缘 例
病理证实为肠坏死尧肠穿孔袁胎粪性腹膜炎袁猿 例病
理证实为肠闭锁致肠出血尧 肠坏死袁 胎粪性腹膜
炎袁圆例病理证实为回肠闭锁尧穿孔及坏死袁胎粪性
腹膜炎渊表 员冤遥
猿

讨 论

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是在胎儿时期发生肠穿孔
导致胎粪流入腹腔而引起的无菌性腹膜炎遥在出生后

员猿 例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患儿的超声表现及临床资料分析

术中发现
保守治疗

未做

病理诊断

预后
复查 月 超袁包块消失
痊愈出院
术后抗感染及营养支持 治
疗袁痊愈后出院
术后抗感染及营养支持 治
疗袁痊愈后出院
术后肠功能恢复差袁继续治
疗 圆 周后痊愈出院

肠坏死袁肠穿孔

肠坏死尧肠穿孔袁胎粪性腹膜炎

肠坏死袁肠穿孔袁肠闭锁

肠坏死尧肠穿孔袁胎粪性腹膜炎

肠粘连 袁肠坏 死袁肠穿 孔袁
肠闭锁袁短肠综合症袁肠梗阻

肠闭锁至肠出血尧肠坏死袁胎粪
性腹膜炎

回肠末端与升结肠粘连扭
转坏死袁局部穿孔袁回盲部
闭锁袁肠梗阻
肠坏死袁肠穿孔

回肠闭锁尧穿孔及坏死袁胎粪性
腹膜炎

术后因重度感染患儿家 长
放弃治疗袁自动出院

肠坏死尧肠穿孔袁胎粪性腹膜炎

术后抗感染及营养 支持 治
疗袁痊愈后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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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出现腹膜炎和渊或冤肠梗阻症状袁是新生儿及婴

儿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袁发病率低袁约为 员 辕 猿园 园园园袁病
死率高咱源暂遥 近年来由于超声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正确
的早期治疗降低了病死率咱缘暂遥 胎粪性腹膜炎是由于
胎儿肠道发生穿孔引起的袁好发于回肠袁也可发生于
空肠和结肠咱远暂遥但对肠道穿孔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袁

国内外学者较为认同以下几种原因院淤先天性肠闭
锁尧先天性肠道狭窄引起的肠管阻塞袁肠道闭锁多
见咱苑暂曰于胎儿肠道肌层发育缺陷曰盂先天性胰腺纤维
囊性变所致胎粪性肠梗阻曰榆肠道肌肉神经节发育
不全曰虞与病毒感染有关咱猿暂遥 本组 员园 例外科手术的
患儿中有 缘 例发病原因是肠闭锁遥

根据肠道穿孔后可能出现的不同愈合结果袁可
以将胎粪性腹膜炎的病理类型大体分为 源 种院淤肠

道穿孔后袁胎粪与腹腔的炎性渗出物混合袁由于胎粪
中各种消化酶及少量白蛋白的作用出现钙质沉淀进
而形成钙化包块袁完全阻塞在穿孔的周围咱愿暂遥 本组中
远 例属于此型袁 在肠道穿孔周围形成以钙化为主的
混和性包块袁腹腔存在不同程度的粘连袁部分患儿肠
腔明显扩张遥 于肠管穿孔后不能被完全阻塞袁肠管
也不能自行愈合袁肠内容物不断流入腹腔袁无菌性化
学腹膜炎发展为化脓性腹膜炎遥 本组中 员 例属于此
型袁患儿术中发现腹腔粘连袁粪汁浸泡袁布满脓苔袁回
肠末端与升结肠粘连扭转坏死袁局部穿孔袁回盲部前
后形成闭锁盲端遥 盂先天性胰腺纤维囊性变所致胎
粪性肠梗阻引起的肠道穿孔袁由于缺乏胰酶而富含
白蛋白袁使得钙盐难以沉淀而在腹水中溶解袁只会看
到分散的钙化点遥 本组中 圆 例属于此型袁超声表现
为腹腔多处散在斑点状钙化遥 榆肠穿孔后胎粪进入
腹腔产生炎性腹水袁随后粘连包裹形成假性囊肿咱怨暂袁
纤维粘连可使穿孔部位封闭遥胎儿期由于鞘突未闭袁
胎粪可流入外阴形成鞘膜积液或外阴水肿咱员园暂遥 本组中
猿 例符合此型袁 超声表现为腹腔探及一圆形囊性包
块袁包块内见散在的点状尧线状钙化斑漂浮袁包块边界
欠清晰袁不光整袁呈强回声显示遥超声动态监测 猿 例患
儿假性囊肿的大小袁结果为逐渐缩小至消失遥 本组中
缘 例为睾丸鞘膜积液袁未发现外阴水肿遥
本组 员猿 例病例中袁怨 例超声检查结果与手术结
果相符合袁猿 例与临床诊断相符合袁 准确率达 怨圆豫遥
因此袁超声对胎粪性腹膜炎具有确诊价值咱员员暂袁它不仅
具有无创尧无辐射尧可重复性及操作简单的特点袁而
且一些特征性声像图为临床医生诊断胎粪性腹膜炎
提供有价值的图像资料袁为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提
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遥 新生儿胎粪性腹膜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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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声像图是腹腔钙化包块尧肠腔扩张尧腹水袁睾丸
鞘膜积液等袁 其中腹腔钙化包块是最具特征性的
声像图袁其出现率可达 怨园豫以上 咱员圆暂遥 本组 员猿 例病
例中 员圆 例超声均表现为腹腔不同程度的钙化袁另
员 例术中发现腹腔钙化斑遥 本组 猿 例诊断为腹腔假
性囊肿的患儿多次超声复查提示囊性包块逐渐缩
小袁 超声检查结果为临床医生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
提供了科学依据院猿 例患儿未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袁
痊愈后出院遥 超声作为一种无创尧无辐射尧可重复性
及操作简单的手段袁 对胎粪性腹膜炎诊断具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遥
本组 员猿 例病例中 员 例漏诊袁此例患儿临床表现

为腹胀袁反复呕吐袁平卧位腹膨隆明显袁可见腹壁静
脉显露袁腹壁紧张发亮袁触之紧张曰双侧阴囊壁紧张
发亮袁 睾丸触诊不清遥 超声检查结果为腹腔大量胀
气袁睾丸鞘膜积液遥 后经 悦栽 补充检查结果为气腹袁
两侧阴囊内大量积液及散在钙化影遥 患儿手术证实
为胎粪性腹膜炎尧肠坏死尧肠穿孔遥 因超声对大量气
体存在全反射的特性袁使病灶未能显示造成漏诊遥因
此在对胎粪性腹膜炎的超声诊断中袁要做到认真尧细
致多切面地扫查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诊和漏诊遥同
时还需和腹腔畸胎瘤尧系膜囊肿等相鉴别遥腹腔畸胎
瘤的超声表现虽然也是混合型包块袁 但内部图像有
它的特征袁如脂液分层征尧面团征等遥 畸胎瘤包膜光
滑完整袁周边环绕低回声晕袁不呈强回声显示遥 腹腔
囊肿显示为边界清晰尧包膜完整的囊性回声袁囊内
液体透声好袁部分见分隔遥 胎粪性腹膜炎的假性囊
肿囊壁不规整袁 囊壁及暗区内见散在钙化点回声遥
单纯的畸胎瘤和系膜囊肿不合并腹胀尧呕吐等临床
表现遥 因此在对患儿的超声检查中袁 只要认真尧细
致尧多切面地扫查袁结合患儿的临床表现袁胎粪性腹
膜炎不难诊断遥
超声作为一种无创尧无辐射尧可重复性及操作简
单的手段袁对胎粪性腹膜炎能做出正确诊断袁并为及
早手术治疗提供一定的影像学依据袁 提高新生儿存
活率袁 同时应注意和腹腔畸胎瘤尧 系膜囊肿等相鉴
别袁提高准确率袁减少误诊及漏诊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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