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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螺旋 CT 多平面重建对急性肠梗阻
病因的诊断价值
谭承富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CT-MRI科，重庆万州
[摘

要]

404000）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 多平面重建对急性肠梗阻病因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采

集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经手术病理确诊为急性肠梗阻的病例 27 例，回顾分析患者
CT 多平面重建检查的结果，将 CT 结果与手术结果比较，统计 CT 对肠梗阻疾病诊断的准确率，
及 CT 对肠梗阻病因诊断的准确率及敏感性。结果 ：CT 对肠梗阻疾病诊断准确率为 100% ；对
肠梗阻的病因诊断中，误诊 2 例，准确率为 92.59%，误诊率为 7.41%。结论 ：多层螺旋 CT 多
平面重建对急性肠梗阻病因诊断准确性较高，对急性肠梗阻的诊断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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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TAN Cheng-fu. （Department of CT-MRI，People’s

Hospital of Wanzhou district，Wanzhou Chongqing 404000）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Methods：Collected 27 cases of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May 2013 Confirmed by operation and
pathology, Retrospectived and analysised patients’ outcomes of CT multiple planar reconstruction
examination ,compared the CT results with the operation results, statisticed the accurate rate of CT
on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disease, then statisticed the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of CT on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Results：The accuracy rate of CT on the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was 100%; etiological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2 cases were misdiagnosed,
the accuracy rate was 92.59%, the rate of misdiagnosis was 7.41%. Conclusion ：There was higher
accuracy on multi-slice spiral CT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for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diagnosis,
and w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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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梗阻是多种病因引起肠道内容物运行异常，

少，研究提示即使没有出现特殊X线表现也不能排除

不能顺利通过肠道。急性肠梗阻发病突然，病情进展

急性肠梗阻[2]。多层螺旋CT检查对急性肠梗阻的病因

较快，可短时间内引起肠道血运障碍，因此，早期准

和部位诊断较敏感，现对近年我院急性肠梗阻患者资

确诊断急性肠梗阻的病因，分辨肠梗阻类型，能使患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

者得到及时治疗，改善预后 。临床诊断急性肠梗阻
除了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外，影像学辅助检查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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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螺旋CT对肠梗阻的诊断准确率；（2）记录多层螺旋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2年1月至2013年5月经手术

CT对病因诊断的准确率及敏感性。

病理确诊为急性肠梗阻的病例27例，年龄5～75岁，
平均年龄（40.4±2.3）岁，男性16例，女性11例，患
者均有呕吐、腹痛、腹胀，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等，

2
2.1

结果
疾病诊断准确率
多层螺旋CT显示，27例患者均为肠梗阻，与手

体格检查可见肠型和蠕动波，腹部有压痛，肠鸣音亢
进，可闻及气过水声等急性肠梗阻的临床症状和体

术确诊结果相符，疾病诊断准确率为100%。

征，其中7例可触及腹部包块。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

2.2

多层螺旋 CT 对病因诊断情况
8例腹股沟疝引起急性肠梗阻，其中5例为左腹

治疗，术中切除物送病理检查。
方法

股沟斜疝，3例为右腹股沟斜疝，4例肠道疝入腹股沟

27例病例入院时均采用螺旋C T多平面重建检

处，4例疝入阴囊，均未出现肠管血液循环障碍，CT

查，扫描范围从膈顶至耻骨联合下缘，平扫后全部经

图像见图1；5例为肠套叠引起的急性肠梗阻，其中4

右上肢注入增强剂后行增强扫描。患者进行检查前无

例为回盲部套叠，1例为小肠套叠，而CT结果显示只

口服对比剂和胃肠减压。所得CT图像经工作站处理

有4例患者为肠套叠引起，1例因肠肠道壁水肿明显且

重建，多个平面观察，最后经过本科3位具有丰富经

图像质量一般，误诊为肠道肿瘤，假阴性1例，敏感

验的影像科医生共同诊断讨论得出CT报告。肠梗阻

性80%（见图2）；5例为肠扭转引起的急性肠梗阻，

诊断标准：①结肠内径>6.0cm，小肠内径>2.5cm，

其中3例为小肠扭转，2例为乙状结肠扭转，CT结果

可见正常肠管与塌陷肠管的交界；②按照正常肠管和

与之相符（见图3）；2例为肠道蛔虫堵塞引起的急性

塌陷肠管交界处判断梗阻部位；③按照梗阻部位的表

肠梗阻，CT也完全显示；7例腹腔粘连带或肠粘连引

现诊断出病因；④正常肠管与塌陷肠管的交界未见特

起的急性肠梗阻，CT结果与之相比，假阴性1例，敏

殊病变表现，则考虑肠粘连。

感性85.71%。综合看CT病因诊断，准确率92.59%，

1.3

误诊率为7.41%。

1.2

观察指标
（1）记录多层螺旋CT显示肠梗阻的例数，统计

图1

3

左腹股沟疝致肠梗阻

图2

回结型肠套叠致肠梗阻

图3

结肠扭转致肠梗阻

讨论

对较小的疝囊而不能回复，会导致急性肠梗阻[4]。腹

肠梗阻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肠腔变窄，肠内容

股沟疝引起的肠梗阻CT可见扩大的腹股沟管，根据

物通过受阻。急性肠梗阻发病较急，病情发展快，需

股静脉是否受压变形可诊断为斜疝或直疝，腹股沟区

[3]

要及时诊治，防止病情加重或出现并发症 。本次研

肠管影。结果中图1显示的为左腹股沟疝致肠梗阻所

究采集的病例引起肠梗阻主要病因为腹股沟疝、肠粘

致肠梗阻。肠套叠与肠管解剖特点、病理因素以及肠

连、肠套叠、肠扭转及肠道蛔虫堵塞。腹股沟疝是疝

功能失调、肠蠕动异常等有关，是小儿常见的肠梗阻

内容物经过腹股沟区疝入先天性或后天性薄弱部位，

病因，最常见为回盲部肠套叠[5-7]。本组病例有5例患

疝入物多为肠管，肠管在腹压突然升高时进入体积相

者因肠套叠致肠梗阻，其中4例为回肠所致，1例为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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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ng/kg-1 .
min -1的形式。在首次出现不常用的法定计量单位处

本刊有关文稿中法定计量单位的书写要求

用括号加注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下文再出现时
本刊法定计量单位具体使用参照中华医学会

只列法定计量单位。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单位使

编辑部编辑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

用m m H g或c m H 2O，但文中首次出现使用括号加注

.

（1mmHg=0.133kPa）。正文中时间的表达，凡前面

d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

带有具体数据者应采用d、h、min、s，而不用天、小

书。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如ng
kg

-1 .

-1

.

天 应改为ng kg

-1 .

-1

除的斜线多于1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

ng/kg/min应采用n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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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min 的形式；组合单位中

时、分钟、秒。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