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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术后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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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通过总结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术后发生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临床资料袁探讨其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遥 方法院收

集本院 圆园园远 年 员 月要圆园员远 年 缘 月间 员园 例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术后发生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患者袁 对这些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遥 结果院源 例曾行开放远端胃切除术袁源 例曾行开放全胃切除术袁员 例曾行腹腔镜辅助远端胃切除袁员 例曾行腹腔镜

辅助全胃切除遥 腹痛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袁其次是恶心和呕吐遥 愿 例腹部 悦栽 检查表现为小肠扩张积气袁肠梗阻样改变曰缘 例 悦栽

呈漩涡征改变遥 均行急诊手术治疗袁源 例因肠坏死行肠切除术袁远 例行肠扭转复位术袁术后均康复出院遥 结论院对于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术后发生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患者应该早发现尧 早治疗遥 以此同时袁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术后应常规关闭系膜缺损预防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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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缘 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 圆园员缘 年我国新

发胃癌约为 远苑怨 员园园 例袁死亡约为 源怨愿 园园园 例 遥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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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胃癌治疗的主要方法袁其中消化道重建是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最相关的因素遥 近年来胃癌根治术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应用逐渐增多袁 且是目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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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袁员 例为腹腔镜辅助全胃切除术遥 所有患者均行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术袁均行结肠前吻合遥 胃癌病

理分期院玉期 源 例袁域期 猿 例袁芋期 猿 例遥

所有患者均出现腹痛遥 远 例出现恶心 辕 呕吐遥 源例

出现小肠梗阻表现遥 在术前 悦栽 检查中袁所有患者均

个胃癌治疗指南推荐的主要消化道重建方式遥 但是

表现为小肠扩张积液遥 缘 例 悦栽 表现呈漩涡征袁猿 例

系膜的缺损袁增加了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发生率遥 其症状不

为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遥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人为造成了 砸燥怎曾 袢与横结肠
具有特征性袁多呈持续性或间歇性腹痛袁也可以发生

急性腹痛伴恶心尧呕吐和小肠梗阻等表现遥 如果延迟
干预可能会导致小肠坏疽袁术中需切除小肠增加病死

率 遥 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
咱圆暂

出现腹水遥 怨 例术前均诊断为肠梗阻袁员 例术前诊断
所有患者均行急诊开放手术治疗曰源 例行肠部

分切除术袁其中 圆 例行肠造口术遥 远 例行肠扭转复位
术遥 术中使用可吸收线封闭肠系膜缺损袁术后均顺

利恢复出院遥 为了避免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发生袁 在行

化道重建后发生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后袁 可常规关闭横结肠系膜

员

圆

顾性分析袁探讨其临床特征和诊治方法遥
病例资料

收集 圆园园远 年 员 月要圆园员远 年 怨 月间在南京医科

和 砸燥怎曾 袢之间的缺损遥
讨

论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疝袁 其可以迅速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 员园 例胃癌 胃切除

导致坏疽性肠梗阻袁一旦诊断应立刻进行急诊手术

资料遥 其中袁年龄 远员耀怨园 岁袁平均年龄渊苑员援圆 依 员园援园冤

多小肠袁增加病死率遥 本组 源 例行肠切除术袁其中 圆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术后发生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临床

岁遥 男 怨 例袁女 员 例曰源例为开放远端胃切除术袁源 例
为开放全胃切除术袁员 例为腹腔镜辅助远端胃切除

治疗咱圆原猿暂遥 延迟的干预可能会导致肠坏死袁需切除较
例行肠造口术遥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袁 使其诊断更

具有挑战性遥 大多数患者主诉多为非特异性症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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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

如餐后腹痛尧恶心和呕吐遥 腹痛主要位于上腹部袁有

时可放射至肩背部咱源暂遥 因为部分可自发性缓解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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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可呈间隙性咱缘暂遥 本组患者均出现腹痛袁源 例出现

横结肠系膜的缺损大小比结肠后吻合大袁这增加了

虽然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临床症状不具特异性袁 但是

有文献报道 砸燥怎曾 肠袢顺时针旋转可增加内疝

了小肠梗阻表现遥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发生遥

许多 悦栽 的表现可提示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发生袁 其中包

的发生率 咱愿暂袁认为空肠空肠吻合和 栽则藻蚤贼扎 韧带都位

括院漩涡征尧靶征尧小肠梗阻尧小肠环聚尧肠系膜回

于系膜轴线的左侧可减少内疝的发生遥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是胃癌胃切除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

缩尧肠系膜脂肪和血管充血水肿尧蘑菇征尧飓风眼
遥 对于进行了

建后较为罕见的并发症袁 但是其术前难于明确诊

较难通过影像学诊断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遥本研究发现袁所有

在临床工作中袁 临床医师必须结合患者既往 砸燥怎曾鄄

征尧 吻合圈位于腹腔右侧等表现

咱缘暂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的患者 悦栽 解剖比较复杂袁其
患者术前均诊断为肠梗阻袁没有诊断为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遥

虽然 悦栽 表现不能明确 孕藻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诊断袁但是肠系

膜脂肪和血管所形成的漩涡征被认为是诊断 孕藻鄄

贼藻则泽藻灶 疝的最好指标袁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愿园豫

和 怨园豫咱源暂遥本组中 源 例 悦栽 出现漩涡征遥增强 悦栽 可帮
助提高诊断的准确性遥 有时 悦栽 不能明确诊断 孕藻鄄

贼藻则泽藻灶 疝袁而只认为是单纯的肠梗阻袁这时应该结合
患者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的病史帮助诊断遥

断袁容易误诊与漏诊袁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遥 因此袁
藻灶鄄再 消化道重建史加强对该类疾病的意识与认识袁
早期确诊袁及时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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