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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对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超声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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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对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超声诊断价值遥 方法院对临床诊断为胆总管下段梗阻性

病变的 缘圆 例患者袁腹部常规超声检查后袁进行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检查袁结果与手术或其他影像学检查对照遥结果院常规超声

检查有 圆猿 例因腹腔胃肠道内气体干扰图像显示不清袁无法做出诊断遥 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检查可较好地显示胆总管梗阻的

部位和病变征象袁除 员 例为临床少见的胆总管蛔虫诊断不准确外袁其余均诊断准确遥常规超声加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检查袁准确

率为 怨愿援员豫渊缘员 辕 缘圆冤遥 常规超声与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对胆总管梗阻部位和病变显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

使用胃超声造影剂检查可以减少对超声检查人员超声检查技术手法的依赖袁 大大提高胆总管下段的显现能力和对病变的诊断
鉴别诊断能力袁为临床腔镜术前手术方案的评估和选择提供简便尧经济尧准确的依据袁适合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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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总管梗阻尤其是胆总管下段梗阻是胆道系
统常见病与多发病遥 胆总管下段病变种类很多袁有
结石尧肿瘤尧炎症尧狭窄尧先天性囊肿等袁大多数需要
手术治疗咱员暂遥 临床无论是 悦栽尧酝砸陨 还是常规超声尧胆
管造影等均对胆总管梗阻的病因鉴别有一定的困
难袁诊断准确率仍不理想遥 而胆总管梗阻病因的诊
断直接影响着手术方案的选择遥 本院通过常规超声
结合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检查袁对胆总管下段梗阻
性病变的诊断获得了良好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本院 圆园园怨 年 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间临床诊断为
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患者 缘圆 例袁男 猿圆 例袁女 圆园
例袁年龄 圆怨耀苑缘 岁袁平均 缘苑援远 岁遥 临床上多以黄疸为
共同特征袁伴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尧呕吐等症状袁部分
患者还伴有瘙痒尧发热尧消瘦等遥 所有患者在腹部常
规超声检查后袁 均进行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检
查袁全部病例均经手术或其他影像学检查证实遥
员援圆 方法
首先排除高度怀疑合并急性胃扩张尧 胃肠穿
孔尧消化道梗阻渊包括贲门尧幽门梗阻尧肠梗阻等冤者
及有胃窗超声造影剂使用禁忌证者咱圆暂遥 嘱患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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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猿 凿 清淡饮食袁避免服用糖类尧豆制类食品遥 检查
前禁食 愿耀员圆 澡袁检查当日空腹遥采用美国 郧耘 公司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灾燥造怎泽燥灶杂愿尧灾蚤增蚤凿耘怨袁探头频率
源援园耀缘援缘 酝匀扎遥 先让患者取仰卧位及右前斜位袁作腹
部常规超声检查后袁取胃超声造影剂渊浙江湖州东
亚胃肠超声研究所冤猿园 早袁加入温水 缘园园耀员 园园园 皂造 调
成均匀稀糊状溶液遥 嘱患者一口气喝下袁让患者身
体稍向左侧袁 使身体与床面成约 源缘毅角袁 即右前斜
位遥 超声检查可见胃十二指肠内充盈高回声造影
剂袁成为透声性较好的检查声窗遥 此时袁可在第一肝
门部显示胆总管上段袁然后沿顺时针方向缓慢旋转
并逐渐向下移动探头袁连续显示胆总管中下段及十
二指肠壁内段袁为了进一步提高胆总管下段的显现
能力袁获得满意的超声图像袁可适当加压探头袁同时
嘱患者进行深吸气尧屏气等配合检查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袁常规超声与口服胃窗超声
造影剂对胆总管梗阻的部位和病变的显示率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与常规超声比较袁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检查
可较好显示胆总管梗阻的部位和病变征象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越圆远援圆圆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本组 缘圆 例患者
中袁 常规超声检查有 圆猿 例因腹腔胃肠道内气体干
扰图像显示不清袁无法作出诊断遥 结合胃超声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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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得余等院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对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超声诊断价值

检查袁超声诊断胆总管结石 源猿 例渊愿园豫冤袁胆总管下

部成团块影模糊不清袁或者管腔内可见中等或弱回

总管囊肿 员 例渊圆豫冤遥 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单纯胆总管
结石 猿怨 例袁猿 例胆总管结石合并胆管下段癌袁 胰头

间分界不清晰咱缘暂袁肝内胆管及近端胆管明显扩张袁患
者可出现进行性加重性黄疸曰 盂壶腹癌超声表现

端壶腹癌 猿 例渊远豫冤袁胰头癌 缘 例渊员园豫冤袁先天性胆

癌 缘 例袁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员 例袁员 例胆总管内蛔
虫遥 常规超声加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检查袁准确率
为 怨愿援员豫渊缘员 辕 缘圆冤遥

渊灶冤

和病变显示情况比较

口服胃窗超声造影
常规超声
字圆越圆远援圆圆袁 孕 约 园援园员遥

猿 讨

为袁 在胰头钩突部及下腔静脉右侧见低回声肿块袁
肿块体积多较小袁边界欠清袁但胆总管中上段明显
扩张袁 肝内胆管及主胰管不同程度扩张是其特征曰

表 员 常规超声与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对胆总管梗阻部位

检查方法

声光团袁形态不规整袁后方无声影袁局部与胆管壁之

胆总管病变显示
显示
未显示
缘员
员
圆怨

圆猿

论

胆管系统包括胆囊尧胆囊管尧左右肝管尧肝总管尧
胆总管袁胆总管长 缘耀愿 糟皂袁直径 园援远耀园援愿 糟皂袁胆总管下
段梗阻性病变是临床上外科常见疾病之一遥 胆总管
下段病变种类很多袁有结石尧肿瘤尧炎症尧狭窄尧先天
性囊肿等袁在我国最常引起胆总管梗阻的病因是胆
总管结石和胆道蛔虫袁其次是肿瘤遥普通超声尧悦栽 及
酝砸陨 应用使此类的疾病的诊断率有了极大提高袁但
准确率仍不够理想咱猿暂遥
本文通过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法袁在胃及十二
指肠形成均质有回声结构袁最大限度地消除气体干
扰和超声伪像袁在胆总管下段的前方形成一个良好
透声窗袁从而获得较清晰的超声图像袁提高胆总管
下段结石显示率咱圆暂曰同时胃窗造影剂为一种糊剂袁可
在胃腔内停留时间较长袁从而保证了操作者有充足的
时间对病变部位进行多体位尧多切面的检查袁提高检
查准确性袁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据及佐证遥
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超声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征袁临床如果患者腹部检查条件较好袁胆总管
全段可充分完整的显示袁那么胆总管下段的病变根
据以下声像图特征不难做出正确诊断院淤胆总管下
段因结石梗阻程度的不同袁超声可见胆总管有不同
程度扩张袁 胆总管内见到圆形或半月形强回声光
团袁其后方伴声影袁强回声光团与管壁分界清楚曰如
为疏松或泥沙样结石则呈中等或弱回声团块袁后方
有淡声影咱源暂曰于胆总管下段癌超声检查多表现为胆
总管下段局部管壁增厚袁回声增强模糊袁胆总管局

榆胰头癌超声可见胰头呈局限性肿大袁 边缘不光
滑袁多数呈中等偏低回声袁根据胰头癌的部位及病
程的不同袁 肝内胆管及主胰管的扩张程度不同曰虞
胆道蛔虫症院胆总管不同程度扩张袁内见野双线征冶

或野等号状光带冶袁部分病例实时观察可见野双线征冶
回声时跑时现 咱远暂曰愚胆总管囊状扩张超声表现为胆
总管局部呈球形尧椭圆形及纺锤形扩张袁囊壁薄袁内
部回声清晰袁后方回声增强袁仔细观察能找到囊肿
胆道通道口袁而极少有肝内胆管扩张表现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由于受胃肠道气体尧患者腹
壁脂肪厚度等因素的影响袁 常规超声检查对胆总
管中下段难以清晰显示袁图像质量较差袁无法做出
正确诊断遥 而通过口服胃窗超声造影剂检查袁可在
胃及十二指肠形成均质有回声结构袁 最大限度地
消除气体干扰和超声伪像袁 在胆总管下段的前方
形成一个良好透声窗袁 从而获得较清晰的超声图
像袁 提高超声对胆总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诊断能
力和诊断准确率袁与常规超声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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