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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超声造影诊断结直肠多发癌一例
罗源，庄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超声科（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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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患者，女，22 岁。因“便血 8 个月”于
2009 年 5 月至我院就诊。体格检查发现右下腹巨大包块；
常规超声检查发现右下腹巨大团块，大小约 8.5 cm×3.6 cm×
7.2 cm，呈“假肾征”（图 1a），疑肠道来源肿瘤，遂于当日
下午洗肠后行双重超声造影检查。经肛灌注 1 000 mL 胃肠
超声造影剂（天下牌，湖州东亚医药用品有限公司）后，在
肠道充盈状态下发现上述巨大团块位于横结肠右侧段，肠
周查见多个淋巴结，局部肠壁呈节段性增厚（图 1b）；周围
肠系膜查见多个大小 0.3～1.2 cm 的淋巴结回声，直肠及乙
状结肠交界区（距肛门约 15 cm 处）查见大小约 3.3 cm×
2.2 cm×2 cm 的菜花状团块，基底较宽，活动度差，表面不
光滑（图 1c）。经肘静脉注射超声造影剂（注射用六氟化硫
微泡，商品名：声诺维）2.4 mL 后显示结肠肝曲及直肠乙状
结肠交界部团块均呈均匀性等增强，肠周未见异常强化（图
1d）。超声诊断为：① 结肠肝曲腺癌伴肠周淋巴结转移；
② 直肠及乙状结肠交界部肠腺瘤或肠腺癌。

图1

行中下腹增强 CT 示：横结肠右侧段长约 9.3 cm 肠壁
不均匀增厚（图 2a），形成直径约 5.0 cm 的软组织肿块（图
2b），增强后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图 2c），病变段管腔狭窄，
浆膜面不光整，邻近系膜脂肪密度增高，见条索状影及结
节状影。胰头前上方区及腹主动脉旁见多个肿大的淋巴
结，盆腔积液。考虑“结肠癌，伴腹腔腹膜后淋巴结转
移？腹腔种植？”。CT 未报告发现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
肿瘤，复习 CT 后似发现肿块（图 2d），但与临近收缩增厚
的直肠难以分辨。
行全结肠肠镜检查发现距肛 17 cm 处查见息肉样病变
（图 3a ），距肛 80 cm 处巨大溃疡性病变（图 3b）。镜下活
检显示直肠乙状结肠交界部病变为腺瘤；横结肠病变为腺
癌。遂于 2009 年 6 月行横结肠癌扩大切除及胃部分切除术
及 7 cm×7 cm×5 cm，浸润型生长并明显累及浆膜和肠系膜
内，并直接与胃大弯侧浸润粘连固定。乙状结肠内有一浸
润型生长的包块，移动度尚可。腹腔内中量淡黄色腹水。

腹部超声检查

a. 常规超声显示右下腹巨大“假肾征”团块（白箭）；b. 肠充盈后，超声显示肿块位于结肠肝曲（白箭）；c. 直乙交界区查见宽基底
菜花状团块（白箭）；d. 超声造影后，病灶均匀性等增强（白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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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下腹部、盆腔平扫及增强 CT

a. CT 平扫显示横结肠段约 9.3 cm 不均匀增厚（白箭）；b. 病灶形成直径 5.0 cm 的软组织肿块（白箭）；c. 病灶呈明显不均匀强化
（白箭）；d. 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肿瘤（白箭）

图3

肠镜检查

a. 距肛 17 cm 处查见息肉样病变；b. 距肛 80 cm 处查见巨大溃疡性病变

肝脏质地均匀，未扪及确切包块。
术后手术标本送病理示：① 横结肠：溃疡型腺癌，大
部分为低分化腺癌，小部分为中分化腺癌，含有黏液癌及
印戒细胞癌成分，侵及浆膜。肿块位于结肠（距回盲瓣
14 cm），肿块体积 9 cm×6.5 cm×1.5 cm。另于肿块所对应浆
膜粘连体积约为 5 cm×1.5 cm×1 cm 胃壁，镜检见癌侵及胃
壁 浆 膜 近 深 肌 层 。 肠 周 查 见 淋 巴 结 （ 10/14） 有 癌 转 移 。
② 直肠及乙状结肠交界处：中分化腺癌，浸及浅肌层，隆
起型，“肠周”淋巴结 9 枚及肠周扪及淋巴结 7 枚均未见
癌转移。术后诊断为：① 结直肠多发癌Ⅳ期；② 缺铁性
贫血。
患者术后反复化学治疗，于术后 11 个月发现肝内多发
转移，癌胚抗原 154.70 ng/mL，经治疗无效死亡。
讨论 多原发结直肠癌（multiple primary colorectal
carcinoma，MPCC）是指结直肠发生的≥2 个、互不相连的原
[1-2]
发癌灶 ，是一种少见的肠道外科疾病，其发生率约占所

[2-4]

有结直肠癌的 3.5% ，可发生于结直肠的任何位置，多见
[2]
[4]
于右半结肠 ，其诊断准确率不高 。
MPCC 分为同时性（synchronous colorectal carcinoma，
SCC）及异时性（metachronous colorectal carcinoma，MCC）
[4]
两类 ，本例为 SCC。SCC 的诊断标准为：各病灶必须独立
存在，病灶间隔有正常组织和移行带（一般间隔正常肠壁
5 cm 以上），经病理证实为癌；病理类型可相同或不同；
排除转移、复发、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癌变
[5-6]
患者；所有癌肿同时或 6 个月以内获得诊断者 。该病的
诊断主要依赖于增强 CT 及 MRI、结肠镜、超声等检查。
MPCC 的术前诊断对手术方式的影响较大，不仅会直接影
响患者的手术策略，并且由于术中的结肠触诊并不能保证
发现全部病灶，因此术前尽可能全面的影像学检查显得至
[7-9]
关重要 。对于大部分患者，肠镜是推荐的检查方法之
一，早期癌性病变可以在肠镜下直接切除，但由于 MPCC
常合并肠腔狭窄，故部分患者术前行结肠镜检查受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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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漏诊可能。文献显示 SCC 术前通过纤维结肠镜检
查 发 现 并 得 到 确 诊 的 比 率 远 低 于 MCC， 约 为 55.2%～
[6, 10]
71.4%
，而 MCC 通过肠镜诊断率可高达 90% 以上，增强
CT 在鉴别腺瘤和早期腺癌时存在一定误诊可能，对于较小
[2]
的或较早期的病变可能漏诊 。超声造影是诊断 SCC 的可
靠方法之一，尤其对于因病变造成肠道狭窄、肠镜不能通过
者，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超声造影在病灶的定位方面较常
规超声检查及结肠镜检查更有优势，因为其定位不是完全
依靠病变的位置和距肛缘的距离，更多依赖肠道充盈状态
下结肠袋的形态及其解剖分布，所以对于病变的定位更为
准确。该病例肿块较大，肠系膜较长，导致横结肠右侧段
的病变肠管下坠至右下腹，经肠道充盈后超声检查定位病
灶于结肠肝曲。经肘静脉注入超声造影剂后，在肠道充盈
状态下对于病变肠管及其周围结构的灌注情况进行了很好
的观察。同时，超声造影简便易行，造影剂安全无毒，因此
可以多次反复动态观察。
因为结直肠肿瘤患者应强调全结肠检查，以免遗漏合
[2, 9]
并同时性病变 ，故我们推荐超声双重造影检查，以提高
对 SCC 的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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