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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脂垂坏死误诊阑尾炎8例临床分析
黄高石 陈舍黄

肠脂垂坏死是肠脂垂血运障碍导致的一种少
见急腹症，多好发右半结肠。 其临床症状、体征缺乏
特异性，易与阑尾炎等急腹症相混淆，导致误诊。 目
前肠脂垂坏死的国内外报道较少，缺乏相应的诊疗
指南 [1]，其发生常见原因包括肠脂垂过长导致扭转
坏死、肠脂垂血管栓塞、外源性压迫导致坏死等 [2]。
本次研究探讨肠脂垂坏死的发病原因，总结诊治经
验，减少误诊率。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4月至2016年4月浙江
大学邵逸夫医院武义分院收治的8例肠脂垂坏死患
DOI ： 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16.05.035
作者单位：321200
义分院普外一科

浙江金华，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武

者，术前均符合阑尾炎诊断标准，术后病理均提示肠
脂垂坏死。8例肠脂垂坏死患者中男性6例、女性2例；
年龄32～55岁，平均（40.52±6.37）岁；体重指数25～
33 kg/m2，平均（28.35±2.36）kg/m2。 有糖尿病病史5
例。 临床症状：5例出现右下腹部疼痛，1例剑突下转
移至右下腹部，2例脐周转移至右下腹部；其中3例疼
痛较剧，呈绞痛，另5例表现为胀痛。 均无放射痛，无
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发热2例、体温37.5～38.5℃。
发病时间0.5～50 h。 5例右中下腹部压痛及反跳痛，3
例典型麦氏点压痛， 结肠充气试验阳性， 肠鸣音活
跃。 化验结果：血常规白细胞7.8～19.5×109/L，中性
0.56～0.90，C-反应蛋白15～213 mg/l，尿常规：少量
红细胞合并隐血+有2例， 尿蛋白+～++有4例，入
院 随机血糖＞11.1 mmol/L有4例。 甘油三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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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mol/l，胆固醇4.6～7.5 mmol/l。2例下腹部B超有
少量积液，6例未查B超。 3例腹部平片提示：膈下未
见游离，4例提示右侧腹腔有一小液气平面。
1.2 手术方法 6例探查腹腔镜，探查肠系膜血管；

表现为局限性腹部触痛。 肠脂垂坏死表现为无菌性
坏死性炎症，渗出量有限、诊断性穿刺难于抽出液
体，渗出一般为淡血性，无菌性坏死炎症同样会引起
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C反应蛋白升高，腹部B超及

1例中转开腹；2例常规右下腹部麦氏切口， 发现误
诊后延长切口探查。
2 结果
8例术中均可见肠系膜脂肪肥厚， 结肠脂垂肥
大，6例单个肠脂垂坏死、1例3个肠脂垂坏死、1例大
片肠脂垂坏死，坏死肠脂垂呈不规则，大小不均坏
死改变,且均在系膜侧，坏死肠脂垂表面呈花斑状充

CT难于提供有意义资料[4]。 本组病例患者中均存在
典型阑尾炎症状及体征，且有微小血栓形成条件，从
大体标本判断栓塞。大部分在术中及术后病理确诊。
随人们营养状况改变，三高人群增多，血栓性疾
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对肥胖人群及三高人群要重视
血栓性疾病发生，常规监测D-二聚体（栓塞性疾病

盈微小血管，脂肪垂距离回盲部约2～8 cm。 1例腹
腔镜中发现大片肠脂垂坏死，中转开腹探查结肠血
供及肠系膜血管是否存在血栓情况。 8例均行阑尾
切除术，坏死肠脂垂切除活检。 术中未见阑尾增粗、
表面化脓等情况。 术后病理提示：肠脂垂缺血坏死，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1例中转开腹出现切口脂肪液
化，经换药后切口愈合出院，其余7例顺利康复出院。
3 讨论
肠脂垂为附着结肠浆膜外的脂肪组织，数量约
100～150个，长度约0.5～5 cm。 肠脂垂坏死原因主
要为：①血管栓塞：主要为三高人群，周围血管动脉
粥样硬化导致微血管栓塞。 ②周围器官炎症累及肠
脂垂血管高凝导致血管栓塞。 ③肠脂垂扭转：肠脂
垂细长，游离程度大且末端肠脂垂肥大，该类肠脂
垂容易发生扭转，导致缺血坏死 [3]。 肠脂垂坏死症
状，体征缺乏特异性，坏死肠脂垂与阑尾炎位置较
近，容易与阑尾炎等急腹症相混淆。 其临床表现一
般为体位突能转动后出现局限性而非转移性激烈
疼痛，较少发生发热、恶心、呕吐、纳差等症状，体征

有一定临床意义），必要时行CT或MRI检查。 要充分
考虑及排除血栓性疾病可能性。 对不典型阑尾炎要
多位医师联合会诊，分析其可能存在各种疾病可能
性，减少误诊。 肠脂垂坏死处理：单个肠脂垂坏死，
一般不影响结肠血供，可行单个坏死肠脂垂切除术。
大片肠脂垂坏死常影响肠管血供情况，可行相应处
理。 术后常规服用调脂，抗凝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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