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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尔憩室诱发儿童闭袢性肠梗阻的诊治体会

李　会　徐伟珏　吕志葆　刘江斌　黄　雄　黄一敏　陈　舟

【摘要】　目的　分析梅克尔憩室引起儿童急性闭袢性肠梗阻患儿的临床资料，为及时救治提供经
验。　方法　回顾本院自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治的儿童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的临床资料，就
梅克尔憩室引起急性肠扭转、压迫形成闭袢性肠梗阻病例的病因、发病时间、临床表现、手术方式、术中

发现及预后等进行分析。　结果　８年间，收治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患儿共３７例，其中梅克尔憩室引
起者９例。在梅克尔憩室引起的闭袢性肠梗阻中，男性６例，女性３例；平均发病年龄６５岁，开放手术
６例，腹腔镜手术３例。术中证实梅克尔憩室与周围组织粘连形成闭袢７例；肠扭转２例，其中１例为梅
克尔憩室引起并伴肠坏死；另１例为纤维索带引起。术中行肠管复位，肠切除肠吻合或纤维索带切除
术，术后１例出现粘连性肠梗阻，保守治疗无好转行再手术。所有患儿术后恢复良好，痊愈出院，随访
１２个月至８年未见异常。　结论　梅克尔憩室是引起儿童急性闭袢性肠梗阻的主要病因之一，学龄前
后期发病多见，病情进展迅速，术前确诊困难，需早期探查，挽救肠管。

【关键词】　梅克尔憩室；肠扭转；肠梗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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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克尔憩室是由于卵黄管退化不全而导致的一
种疾病，是最常见的消化道畸形，多因感染、炎症、坏

死穿孔、出血和肠梗阻等并发症而就诊。临床上，梅

克尔憩室引起肠扭转或内疝形成的闭袢性肠梗阻在

儿童中并不罕见，病情进展迅速，易延误治疗［１］。

本院自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年间共收治

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３７例，其中因梅克尔憩室引起
者９例，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自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年间，我们收
治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患儿３７例，其中先天性中肠
扭转２０例，系膜裂孔疝６例，手术后粘连性肠梗阻
引起的肠扭转２例，梅克尔憩室引起者９例。在梅
克尔憩室引起的９例闭袢性肠梗阻患儿中，男性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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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３例，平均年龄６５岁（４～８岁）。临床表
现以腹痛、呕吐和右中下腹部压痛及腹部似扪及包

块为主要特点，患者脐部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所有

病例术前均无法明确病因，１例因有过阑尾切除手
术史，考虑为粘连性肠梗阻。全组病例均行腹部平

片立位及卧位检查，表现不一，部分病例早期并无肠

梗阻征象；部分病例行腹部 ＣＴ检查提示肠系膜血
管走形异常或肠梗阻征象。所有非完全性肠梗阻病

例经短时间复查腹部Ｘ线片无好转后，予手术探查
（表１，图１、图２）。

表１　梅克尔憩室引起急性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各病例临床资料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Ｍｅｃｋｅｌ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ｕｍ

病例 性别 年龄（岁） 发病时间（ｈ） 首次就诊时症状 体征 首次腹部平片表现

１ 女 ６ ６ 腹痛、恶心 右中腹轻压痛、似及肿块 肠道充气不均匀

２ 女 ７ １４ 腹痛、胆汁性呕吐 右中腹部压痛 不完全性小肠梗阻

３ 男 ５ ２０ 腹痛、胆汁性呕吐 脐周压痛 完全性小肠梗阻

４ 男 ８ １８ 腹痛、胆汁性呕吐 右中腹部压痛 完全性小肠梗阻

５ 男 ８ １６ 腹痛、胆汁性呕吐 右中下腹压痛 不完全性小肠梗阻

６ 女 ７ ９ 腹痛、恶心 右中腹轻压痛 不完全性小肠梗阻

７ 男 ８ ２０ 腹痛、胆汁性呕吐 右中腹部压痛 完全性小肠梗阻

８ 男 ６ １０ 腹痛、呕吐 右中腹部压痛 肠道充气不均匀

９ 男 ４ ６ 腹痛、胆汁性呕吐 右中腹部压痛 完全性小肠梗阻

结　果

９例患儿中，６例予开腹探查，３例行腹腔镜探
查。术中证实为梅克尔憩室炎症粘连８例，纤维索
带１例。所有闭袢性肠梗阻中，内疝７例，肠扭转２
例。形成内疝病例中，憩室与附近肠管粘连４例，憩
室与侧腹壁粘连 ２例，憩室与切口下粘连 １例。２

例肠扭转病例中，１例以憩室与右侧腹壁间粘连为
轴逆时针扭转３６０°，并肠管坏死约８０ｃｍ（图３）；１
例以连接于脐部与近肠系膜根部间的纤维索带逆时

针扭转３６０°（图４）。憩室与回盲部间距离３０～９０
ｃｍ，平均５６８ｃｍ左右。对憩室炎病人行憩室段肠
管切除、坏死肠管切除、肠吻合术；对纤维索带病例

行索带切除术（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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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６岁女童腹痛恶心６ｈ，腹部Ｘ线提示肠腔充气不规则，盆腔气体少，局部肠段充气明显；　图２　ＣＴ提示肠管充气不
均匀，局部扩张明显，局部肠腔内液体，肠壁增厚，提示梗阻存在；　图３　憩室头端（箭头所指）粘连邻近肠壁，形成内疝，肠
管瘀血水肿明显；　图４　连接于肠系膜根部和脐部之间的纤维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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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９例梅克尔憩室引起急性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病例术中发现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Ｍｅｃｋｅｌ

病例 探腹方式 病因 表现形式
距离回盲部

距离（ｃｍ） 病理结果

１ 开放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右腹壁，肠逆时针扭转３６０度，肠管坏死 ６０ 异位胃黏膜

２ 开放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附近肠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３０ 异位胃黏膜

３ 腹腔镜手术 卵黄管纤维索带 小肠以卵黄管纤维索带逆时针扭转３６０度，肠管未坏死 ／ 纤维索带

４ 腹腔镜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肠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５０ 异位胰腺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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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９例梅克尔憩室引起急性腹腔内闭袢性肠梗阻病例术中发现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Ｍｅｃｋｅｌ

病例 探腹方式 病因 表现形式
距离回盲部

距离（ｃｍ） 病理结果

５ 开放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下腹壁切口，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９０ 异位胃黏膜

６ 开放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附近肠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７０ 异位胃黏膜

７ 开放手术 梅克尔
#

室 憩室头端粘连右侧腹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５０ 异位胃黏膜

８ 腹腔镜手术 梅克尔憩室 憩室头端粘连附近肠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６０ 异位胃黏膜

９ 开放手术 梅克尔
#

室 憩室头端粘连附近肠壁，卡压多段肠管，闭袢形成，肠管未坏死 ４５ 异位胃黏膜

　　本组肠坏死病例术后１个月发生粘连性肠梗
阻，经保守治疗无效，行手术治疗后痊愈；其余８例
术后恢复良好。随访１２个月至８年，无新发粘连性
肠梗阻病例。

讨　论

梅克尔憩室发病率约占总人群的２％［２］。其引

起急性肠梗阻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表现。儿童梅

克尔憩室引起的肠梗阻可以为继发性肠套叠引起，

也可以由憩室炎症粘连或纤维索带引起的肠扭转或

内疝引起，偶见有 ｌｉｔｔｅｒ疝、梅克尔憩室与切口粘连
等引起的急性肠梗阻的报道［３］。

儿童患者由于症状描述不清楚、腹痛定位模糊、

肛门停止排气时间无法判断等，给闭袢性肠梗阻的

及时诊断带来极大困难，发病早期往往被考虑为肠

痉挛、急性胃肠炎等。早期腹部 Ｘ线平片可仅表现
为肠道充气不均匀，增强 ＣＴ扫描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表现为小肠局部肠腔充液明显伴肠壁增厚，部分

肠管充气明显，梅克尔憩室引起的肠梗阻，有时可以

见到右下腹部局部不规则充满液体的囊样结构，但

很难与肠管鉴别［４］。同位素９９ｍ锝异位胃黏膜显像

在此类急诊病例中应用尚未见报道，其有效性及必

要性有待探讨。此类病例多因肠梗阻保守治疗无好

转或进行性加重而行腹腔探查，易造成病情延误，导

致肠管坏死，继而危及生命。本组１例因早期症状
不明显，予保守治疗后症状加重，遂手术探查。本组

９例均为急性肠梗阻而予手术探查，除１例有过阑
尾切除手术史，考虑为粘连性肠梗阻外，其余８例均
无法确诊，术中证实为梅克尔憩室引起。

肠系膜裂孔疝是导致儿童期闭袢性肠梗阻的另

一常见原因。该病与梅克尔憩室引起的闭袢性肠梗

阻在术前很难鉴别。高春桃等［５］曾报道小儿肠系

膜裂孔疝平均发病年龄在２９岁。本组例年龄最小
４岁，最大８岁，平均年龄为６５岁。年龄能否作为

两者的鉴别依据，需更多的病例数来支持。文献报

道肠系膜裂孔疝患者发病前往往有饱餐后剧烈活动

史。但肠系膜裂孔疝在儿童中发病年龄较小，无法

剧烈活动或追溯剧烈活动史，因而无法确定两者的

关系。有文献报道肠系膜裂孔疝的肠系膜血管紊乱

及肠管旋涡征敏感性达８５％ ～９２％，但只要发生肠
扭转的病例均可有类似影像学表现［６］。本研究发

现发生闭袢性肠梗阻的梅克尔憩室在男性中更多

见，可能与梅克尔憩室本身发病性别倾向有关。

梅克尔憩室引起儿童急性闭袢性肠梗阻早期症

状不典型，病情进展迅速，易误诊，临床对不明原因

引起的急性机械性肠梗阻，应警惕本病。随着腹腔

镜技术的发展，对术前诊断不明确的早期肠梗阻，可

用腹腔镜诊断性探查。若怀疑梅克尔憩室引起的肠

梗阻，可首先于左下腹放置穿刺器后探查脐部，避免

伤害与脐部可能发生粘连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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