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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天性巨结肠（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ｏｒｅｃｔｕｍ，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推荐强度

ＧＲＡＤＥ系统证据推荐强度
定义

ＨＳＣＲ）是一种常见的肠神经元发育异常性疾病，发

强推荐（１）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病率约为１／５ ０００，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４倍。

弱推荐（２）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ＨＳＣＲ的病理学改变主要是狭窄段肌间神经丛和黏

其他以肠神经元发育异常为主要病变的疾病，

膜下神经丛内神经节细胞缺如，但外源性神经纤维

包括肠神经元发育不良症、肠神经节细胞发育不成

增粗、数目增多。根据无神经节细胞肠段的范围，

熟症、肠神经节细胞减少症、肛门内括约肌失迟缓症

ＨＳＣＲ的临床分型包括：①短段型：指狭窄段位于直

等，统称之为“巨结肠同源病”∞］。由于目前该类疾

肠中、远段；②常见型：又称普通型，指狭窄段位于肛
门至直肠近端或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甚至达乙状

病谱的诊断及治疗方面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
暂不纳入本次共识范围。

结肠远端；③长段型：指狭窄段自肛门延至降结肠甚

１．ＨＳＣＲ的诊断

至横结肠；④全结肠型：指狭窄段波及升结肠及距回

１．１症状

盲部３０ ｃｍ以内的回肠；⑤全肠型：指狭窄段波及全

ＨＳＣＲ最常见的症状为：新生儿肠梗阻、顽固性

部结肠及距回盲部３０ｃｍ以上小肠，甚至累及十二
指肠。

便秘以及反复发作的小肠结肠炎。
１．１．１新生儿肠梗阻

ＨＳＣＲ的诊断及治疗复杂，其术前的检查及诊

大多数的ＨＳＣＲ患儿表现为新生儿期肠梗阻，

断、手术方法的选择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等仍面临

包括胎便排出延迟、胆汁性呕吐以及喂养困难等［６］。

困难及挑战［１。２］。这份专家共识基于并融合近些年

新生儿ＨＳＣＲ出生后４８ ｈ内未排出墨绿色胎便者

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及综述，利用ＰｕｂＭｅｄ、万方医学

占５０％，２４ ｈ内未排胎便占９４％～９８％［７］。也有部

网等数据库系统地搜索并整理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所

分新生儿ＨＳＣＲ的首发症状为回肠或回盲部穿孔，

有的中文及英文相关文献，并将所有的证据基于

腹部立位平片表现为全肠道肠管胀气以及膈下游离

ＧＲＡＤＥ系统（表１、２）进行分级，包括证据推荐强度

气体［７Ｉ。

及质量分级（风险评估），旨在为ＨＳＣＲ的诊疗提供
相对权威的指导。
表１

ＧＲＡＤＥ系统证据质量等级

证据质量等级定义
。，．、

向ｍ’

未来研究几乎不可能改变现有疗效评价结果的可
信度

早产儿ＨＳＣＲ的症状与足月儿相似，但是由于
早产儿肠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诊断ＨＳＣＲ的时间

较足月儿有明显延迟［８］。统计显示早产儿中ＨＳＣＲ
占所有病例的比例约为５％～１４％，其中大约有
５７％的早产儿ＨＳＣＲ出生后４８ｈ内未排胎便［６］。
１．１．２顽固性便秘
少数ＨＳＣＲ患儿出生后胎便排出正常，在婴幼

”…

未来研究可能对现有疗效评估有重要影响，可能改
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
”“７

未来研究很有可能对现有疗效评估有重要影响，改
变评价结果可信度的可能性较大

加辅食后逐渐表现为严重的顽固性便秘。正常新生

任何疗效的评估都很不确定

儿生后的排便次数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生后

＋，Ｄ、

极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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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期通过母乳喂养也可维持较好的排便，但是在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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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的新生ＪＬ丰ＩＩＥ便为４～８次／ｄ，２～３个月后变为２

１．２体格检查

～３次／ｄ，而４岁以上ｄ，ＪＬ为１～２次／ｄ。大多数

腹胀为ＨＳＣＲ早期临床表现之一。新生儿期

ＨＳＣＲ患儿发病初期每周排便少于２次，往往３

ｄ

腹胀即可出现，患儿呈蛙形腹，伴有腹壁静脉曲张，

以上才排便，而且排便异常费力，大便排出特别困

有时可见肠形及蠕动波。至幼儿期腹胀更加严重，

难，排便持续时间明显延长。如果未加干预，便秘症

大量肠内容物及气体滞留于结肠，有时可触及粪石。

状逐渐加重，大便排出时间更加延迟，有的１０ ｄ、甚

腹胀严重时膈肌上升，影响呼吸。患儿呈端坐呼吸，

至半个月才排便１次。由于在年长儿中，便秘比较

夜晚不能平卧。

常见，也不易与功能性便秘相鉴别，因此易被家长忽

直肠肛管指诊对于诊断ＨＳＣＲ至关重要。它

视。少数严重便秘患儿平时虽能不定期排少量稀

不但可以查出有无直肠肛门畸形，同时可了解内括

便，但肠腔内已有巨大粪石梗阻，表现为充盈性大便

约肌的紧张度、壶腹部空虚程度以及狭窄直肠的部

失禁‘９｜。

位和长度，当拔出手指后，由于手指的扩张及刺激，

１．１．３小肠结肠炎

常有大量粪便、气体呈“爆炸样”排出，腹胀可立即好

先天性巨结肠相关性小肠结肠炎（Ｈｉｒｓｃｈｓ—

转，如有上述情况应首先考虑ＨＳＣＲ的可能。

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ｌｉｔｉｓ，ＨＡＥＣ）的

新生儿由于反复出现低位性肠梗阻，患儿食欲

高危因素包括唐氏综合征、ＨＳＣＲ家族史、长段型

减退，导致营养不良、贫血、抵抗力差，常发生呼吸道

ＨＳＣＲ、有ＨＡＥＣ病史以及确诊ＨＳＣＲ延迟等［１

及肠道感染。至幼儿期，除上述症状外，患儿长期处

ｐｒｕｎｇ’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０｜。

ＨＡＥＣ最常见的症状包括腹胀、发热和腹泻，此外
可能合并呕吐、血便、嗜睡、稀便或便秘等非特异性
的临床表现。轻度的ＨＡＥＣ可能仅仅有发热、轻度
腹胀和腹泻等类似病毒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如果
治疗不及时可能导致病情加重。因此２０１７年美国

于低蛋白血症状态，生长发育均差。

推荐意见１：足月儿出生４８ｈ内未排胎便均应
考虑ＨＳＣＲ可能（１Ａ）；
推荐意见２：结合患儿腹胀、便秘的病史以及肠

梗阻的临床表现是筛查ＨＳＣＲ的重要依据（１Ａ）；

小儿外科学会先天性巨结肠学组推出了诊断

推荐意见３：对怀疑ＨＳＣＲ的患儿进行直肠肛

ＨＡＥＣ的标准（表３），并建议在早期临床表现疑似

管指诊，可以排除直肠肛管畸形，辅助诊断ＨＳＣＲ

ＨＡＥＣ时，即予以积极的对症治疗（表４）［１１｜。

（１Ａ）：

表３

万方数据

ＨＡＥＣ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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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辅助检查

备和熟练诊断技术的单位，或通过ＲＳＢ无法吸取足

１．３．１腹部Ｘ线片

够黏膜或黏膜活检不能确诊的患儿［２

ＨＳＣＲ患儿腹部立位平片常表现为远端结肠无

５｜。

１．３．３．２染色方法

充气，近端小肠充气扩张，部分可见液气平面，如果

采用何种组织学染色方法仍存在争议，目前大

发现膈下游离气体需警惕肠穿孔等少见并发症。年

致分为ＨＥ染色、酶组化染色以及神经标志物免疫

长儿扩张的肠管多为结肠，内见大量粪便影。合并

组化染色等。每一项染色技术均具有很高的诊断价

ＨＡＥＣ时，可见肠壁积气甚至腹腔内游离气体

值，但尚没有大规模的对比研究比较相互之问的优

影‘１１Ｉ。

缺点‘１８］。

１．３．２钡灌肠（ｂａｒｉｕｍ ｅｎｅｍａ，ＢＥ）

１．３．３．２．１

ＢＥ是最常用的ＨＳＣＲ筛查方法之一，造影显

ＨＥ染色作为传统的全细胞染色方法，操作简

示“锯齿征”以及通过测算直结肠指数（直肠最宽直

单方便，仅需要利用４０％的甲醛溶液固定，而且成

径／乙状结肠最宽直径，如果＜１为异常）等均可辅

本低廉，被许多病理学家推崇。ＨＥ染色不仅能够

助诊断ＨＳＣＲ，并可通过移行段显影判断病变肠管

鉴别神经丛内有无神经节细胞，还能发现过度肥大

范围［１２＿１３］，其诊断ＨＳＣＲ敏感度为７０％（６４％～

的神经纤维，但对于涉及细胞分化和功能改变的观

７６％），特异度为８３％（７４％～９０％）［１４］。常见型与

察有限［２ ６｜。一些病理学家根据国外文献所报道的

短段型ＨＳＣＲ的诊断准确率更高，为８０％～９０％，
但是如果移行段位于乙状结肠近端肠管的话，其准

长期经验，主张ＨＳＣＲ的术前诊断在进行ＨＥ染色

确率为５０％～６０％［１５］。２４ ｈ延迟拍片（钡剂残留）

的准确性，至于是酶组织化学还是免疫组织化学，说

诊断ＨＳＣＲ的敏感度为８５．７％，特异度为

法不一，未能达成一致［２ ７Ｉ。

１７．６孵１

的同时必须有其他染色方法共同诊断，以保证结果

１．３．３．２．２酶组织化学染色

６｜。

１．３．３组织病理学诊断

乙酰胆碱酯酶（ＡＣｈＥ）染色在正常结肠黏膜内

１．３．３．１活检方式
１．３．３．１．１直肠黏膜吸引活检（ｒｅｃｔａｌ

ＨＥ染色

呈阴性，而在无神经节肠段黏膜固有层中出现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ｈＥ染色阳性的神经纤维及肥厚的神经干。ＲＳＢ

ｂｉｏｐｓｙ，ＲＳＢ）不需要全麻和镇静，因此被广泛应用

冰冻切片ＡＣｈＥ染色的诊断敏感度为９６．８４％

于诊断ＨＳＣＲ［”］。ＲＳＢ使用特定的直肠黏膜吸引

（９５．５７％～９７．４７％），特异度为９９．４２％（９９．１７％～

系统，在齿状线上２～３ ｃｍ的肠壁组织处取材，组织

９９．５７％）Ｅ２２３。但是ＡＣｈＥ染色在诊断全结肠型或

直径至少３ ｍｍ，且吸取组织中的黏膜下层成分至少

者长段型ＨＳＣＲ时由于Ｓ２至Ｓ４骶神经来源的外

占１／３［１ ８｜。但是由于往往ＲＳＢ黏膜下组织标本不

源性副交感神经的活性降低，易产生假阴性结

够，大约有９％～３０％的患儿需要重复活检［１９］。

果［２ ８｜。因此２００９年世界胃肠病大会的国际工作组

ＲＳＢ术后并发症少，由于出血需要输血的发生率大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ＩＷＧ）推荐利用ＨＥ

约为０．５％，直肠穿孔和盆腔感染的发生率约为

联合ＡＣｈＥ染色诊断ＨＳＣＲｃｌ８］。

０．１％［１睨ｏ］。基于ＲＳＢ的操作简单、安全，并发症发

１．３．３．２．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生率低，诊断率高，被认为是诊断ＨＳＣＲ的首选方

基于神经元标志物抗原一抗体反应的免疫组织

法之一［２１＿２ ２Ｉ。
１．３．３．１．２直肠全层活检（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化学染色是一种检测多种抗原的有效方法。例如钙
ｒｅｃ—

视网膜蛋白（Ｃａｌｒｅｔｉｎｉｎ）染色不仅可以在冰冻标本

ｂｉｏｐｓｙ，ＦＴＲＢ）的优点是获取组织较大、可以获

也可在石蜡标本中显示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其

取肠壁全层组织；缺点是需要麻醉，肠穿孔风险较

在ＨＳＣＲ的无神经节肠段中染色则为阴性［２９｜。由

大。虽然肌层神经丛可在低至齿状线上１ ｃｍ处发

于钙视网膜蛋白不受年龄的限制，对标本要求低，同

现，但仍然建议ＦＴＲＢ应在齿状线上１～５ ｃｍ多点

时操作简单，结果读取直观，因此部分学者将其作为

取材［２ ３Ｉ。多数病理医生认为ＦＴＲＢ诊断的敏感度

术前诊断ＨＳＣＲ的重要指标［３０ ３２］。

ｔａｌ

和特异度均高于ＲＳＢ，但也有研究认为ＦＴＲＢ与
ＲＳＢ相比，虽然可以获取较多的肠壁组织，但是在

１．３．４直肠肛管测压（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 ｍａｎｏｍｅｔｒｙ，
ＡＲＭ）

获取黏膜下层的厚度和百分比上没有统计学差

正常儿童直肠内受到压力刺激后产生充盈感，

异［２ ４｜。ＦＴＲＢ多用于缺乏可靠的直肠吸引活检设

通过反馈机制引起直肠内括约肌松弛、外括约肌和

万方数据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３８卷第１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Ｖ０１．３８，Ｎｏ．１１

盆底肌收缩，这种反射现象称为直肠肛管抑制反射

约为２：１ Ｅ３８］。目前关于ＴＣＡ究竟是“更长段型”的

（ｒｅｃｔｏａｎ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长段型巨结肠，还是肠神经元发育异常疾病的另一

ｒｅｆｌｅｘ，ＲＡＩＲ）。一般新生儿

直肠气囊内注入５～１０ ｍｌ、小婴儿注入１０ ｍｌ、儿童

种表现形式仍不明确。

注入１０～２０ ｍｌ气体均应出现ＲＡＩＲ，而ＨＳＣＲ患

新生儿ＴＣＡ的诊断在放射学检查中缺乏一致

儿则无此反射，因此ＡＲＭ是ＨＳＣＲ的有效筛查方

性的表现，部分ＴＣＡ患儿表现出“假”移行段，也有

法。在６个月龄以上患儿中，ＡＲＭ的敏感度为

部分患儿的结肠在钡灌肠中表现正常，因此钡灌肠

９１％（８５％～９５％），特异度为９４％（８９％～

在ＴＣＡ的准确性仅约为２５％［３９Ｉ。大多数ＴＣＡ在

９７％）［１４，３３７。其不足之处在于检查过程中需要患儿

钡灌肠中的典型改变包括细小结肠、“？（问号状）”

保持绝对镇静状态，否则容易产生不准确性结果，而

征结肠以及缺乏正常的结肠形态［４０］。ＡＣｈＥ在

这在低龄婴幼儿中较难实现［２ ３｜。

ＴＣＡ中的染色也不典型，由于ＴＣＡ中的乙状结肠

推荐意见４：ＲＳＢ或ＦＴＲＢ病理活检应作为术

以及降结肠中分布有来源于骶神经的副交感神经，

前诊断ＨＳＣＲ的金标准（１Ａ），但采用何种染色方

其胆碱能神经缺乏增生肥厚表现，因此ＡＣｈＥ染色

法尚无定论；

往往显示假阴性Ｌ４１Ｉ。

推荐意见５：有条件情况下，应将ＢＥ、ＲＳＢ或
ＦＴＲＢ列为术前诊断ＨＳＣＲ的常规方法（１Ａ）；

推荐意见６：术前ＢＥ检查显示移行段可辅助判
断病变肠管范围（１Ｂ）；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ＴＣＡ患儿的阑尾黏膜下和

肌间神经丛同样缺乏神经干以及神经节细胞［４１｜，因
此推荐利用术中阑尾活检诊断ＴＣＡ［４２Ｉ。但是也有
学者认为单纯依靠术中阑尾病检诊断ＴＣＡ并不可

１．４新生儿期ＨＳＣＲ的诊断

靠，由于阑尾的急慢性炎症会导致神经节细胞变

目前对于新生儿ＨＳＣＲ的诊断仍存在许多困

性［４３｜，而且跳跃性巨结肠（ｓｋｉｐ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Ｈｉｒｓｃｈｓ—

难。既往认为新生儿期ＢＥ检查显示移行段不明

ｐｒｕｎｇ’ｓ

显，假阴性率较高［３ ４Ｉ，最近也有研究认为新生儿期

经节细胞分布［４引。因此仍然主张所有怀疑ＴＣＡ的

ＨＳＣＲ的ＢＥ敏感度为８【）％，特异度为９８％，但新

患儿在行剖腹探查时行回肠末端及全结肠多点活检

生儿期ＢＥ诊断的结果不确定风险仍较高［１３’３ ５１，因

明确诊断Ｈ ５１。

ｄｉｓｅａｓｅ）也可能导致回盲部节段性缺乏神

此ＢＥ仅为ＨＳＣＲ的筛查提供证据，判断是否需要

推荐意见９：ＴＣＡ的诊断依靠钡灌肠的特异性

进一步行ＲＳＢ检查或者采取保守治疗及定期随

表现（２Ｃ）及术中阑尾活检（２Ｄ）；ＴＣＡ的确诊依然

访［３５

有赖于术中回肠末端及全结肠多点活检（１Ｂ）；

３６］。

１．６术中病理诊断

而关于ＲＳＢ的合适年龄也有较大异议。有研
究认为ＲＳＢ诊断小于１个月龄的新生儿时特异度

术中病理诊断是目前确定肠管切除范围的最准

较年长儿没有差别Ｄｏ］，敏感度有所降低［３７］或没有差

确方法，有多种染色，如ＨＥ染色、快速ＡＣｈＥ染

别［３ ０｜，但是容易产生不确定性结果，因此需要多次

色、ＬＤＨ染色等［２３Ｉ。作为传统方法，快速冰冻ＨＥ

活检ｒ３７｜。也有学者认为ＲＳＢ诊断准确性与患儿年

染色的应用最为广泛，可根据其判断肠壁中神经节

龄之间并没有明显关系，并没有证据证明ＲＳＢ诊断

细胞的有无而决定病变肠管的切除范围。
推荐意见１０：术中应利用快速冰冻切片确定病

受限于患儿年龄的大小［３１Ｉ。
推荐意见７：对于临床症状疑似ＨＳＣＲ的新生

变肠管的切除范围（１Ｂ）；

儿可首先通过结肠造影作为筛查判断是否需要进一

２．ＨＳＣＲ的治疗

步检查，诊断应结合ＲＳＢ或ＦＴＲＢ等组织活检，组

２．Ｉ术前准备

织活检仍是诊断新生儿ＨＳＣＲ的金标准（１Ｂ）；

一旦被确诊ＨＳＣＲ，则需要行手术治疗。但是

推荐意见８：如新生儿期无法确诊ＨＳＣＲ，患儿

ＨＳＣＲ患儿由于长期便秘、营养摄入不足，常表现为

病情稳定，建议行开塞露纳肛、扩肛、结肠灌洗等保
守治疗１～３个月后，如症状无改善再复查相关检查

消瘦、身高体重不达标、脂肪含量偏少、低蛋白血症、
免疫力下降，因此术前的营养支持对加快术后机体

（１Ｂ）；

恢复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有重要意义邮］。

１．５全结肠巨结肠（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

ｓｉｓ，ＴＣＡ）的诊断
ＴＣＡ约占全部ＨＳＣＲ患儿的１０％，男：女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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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疾病的风险，并由此制定完整的治疗方案。患

连、肠梗阻的机会更少［５１］。但是该手术有严格的手

儿病情稳定后，手术可以立即进行或稍延迟一段时

术适应证，由于其操作空间狭小，经肛门体外处理结

间，在等待手术过程中，患儿需要定期扩肛或洗肠以

直肠系膜血管困难，过度牵拉及扩张肛门可造成内

保持排便。在肠管极度扩张的年长儿中，有时需要

括约肌损伤，导致术后失禁的发生；其次，该术式切

数周甚至数月的洗肠，直至扩张肠管直径较前恢复

除病变范围有限，仅可达乙状结肠或降结肠远端，因

再行手术，但是也有部分患儿需要先行肠造瘘术取

此仅适用于短段型及部分常见型ＨＳＣＲ，而对于长

出巨大粪石及肠道减压［７Ｊ。

段型或全结肠型ＨＳＣＲ由于无法拖出病变肠管而

２．２手术分期

导致术后便秘复发，或者术中被迫中转开腹或腹腔

近年来，绝大多数小儿外科医生均接受一期拖

镜手术‘５ ２‘。

出术（ｅｎｄｏｒｅｃｔａｌ ｐｕ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ＲＰＴ）治疗ＨＳＣＲ，

２．３．３

腹腔镜手术（１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并尽量避免造瘘。尽管目前尚缺乏比较一期手术和

ｐｕ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ＡＰＴ）：１９９４年Ｓｍｉｔｈ等［５３］首先报

分期手术效果的多中心ＲＣＴ，但是许多回顾性研究

告１例２岁ＨＳＣＲ患儿应用腹腔镜辅助成功完成

仍然证实一期手术具有更多优势，如可以缩短住院

Ｄｕｈａｍｅｌ拖出术，从此腹腔镜辅助一期ＥＲＰＴ术治

时间、减少麻醉次数、降低住院费用、避免肠造瘘的

疗ＨＳＣＲ逐渐被广大临床医师接受与认可。近期

一系列并发症等，同时远期随访的结果也并没有表

研究证明，ＬＡＰＴ可以显著降低患儿的手术创伤、缩

现出两者预后的显著差别［４７Ｉ。

短肠蠕动恢复时间，早期恢复进食以及减少住院时

但是如果患儿并发严重的ＨＡＥＣ、肠穿孔、营

间，而且切口更加美观［５４－５５］。在长期随访中发现，

养不良、特别巨大粪石，或近端肠管高度扩张合并病

ＬＡＰＴ术后便秘复发和ＨＡＥＣ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变肠管范围无法确定时，仍需首先接受肠造瘘术，同

较开腹手术低［５ ６｜，但ＴＥＲＰＴ和ＬＡＰＴ之间发生

时行术中肠活检明确诊断［４ ７｜。

ＨＡＥＣ、污粪和便秘复发等并发症的概率无明显差

推荐意见１１：术前如存在严重并发症，无法承
受一期ＥＲＰＴ术或术中无法确定肠管病变范围的

患儿，应采取分期手术，否则均可采用一期ＥＲＰＴ
术（１Ｂ）；

异［５０］。值得注意的是，ＬＡＰＴ的选择高度依赖于术
者的熟练程度和专业技术以及腔镜团队的经验。
推荐意见１２：一旦确诊ＨＳＣＲ均应选择手术治
疗，根据病变肠管范围、患儿全身情况以及手术医生

２．３手术方式

经验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１Ａ）；

ＨＳＣＲ的手术原则在于切除无神经节细胞肠管

推荐意见１３：在具备相应适应证时，短段型

等病变肠段并且重建肠道功能。ＨＳＣＲ的手术治疗

ＨＳＣＲ推荐利用ＴＥＲＰＴ术；常见型ＨＳＣＲ推荐利

已经从传统的肠造瘘及开腹手术逐渐转向单纯经肛

用ＴＥＲＰＴ或ＬＡＰＴ术；长段型和全结肠型ＨＳＣＲ

门拖出术和腹腔镜辅助手术等微创方式。
２．３．１经典术式

推荐利用ＬＡＰＴ或开腹手术（１Ｂ）；
２．４新生儿期ＨＳＣＲ的治疗

尽管许多学者对ＨＳＣＲ的手术方式作了改良，

新生儿期是否行一期ＥＲＰＴ术仍然存在争

但Ｓｗｅｎｓｏｎ、Ｄｕｈａｍｅｌ、Ｒｅｈｂｅｉｎ和Ｓｏａｖｅ等术式仍
被公认为是治疗ＨＳＣＲ的经典术式。近年来，在手

议［２７１。研究显示相较于非新生儿期手术病例，新生
儿期虽然术中行黏膜切开相对简单，手术时问更短，

术方法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单纯经肛门手术和腹腔镜

但是术后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更长［５ ７｜。新生儿期

辅助手术等微仓４手术的推出，由于取消了经典术式

ＥＲＰＴ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可能损伤内括约肌等精

的经腹路径，避免了开腹术式所带来的并发症，手术

细结构，同时早期行ＥＲＰＴ术会导致肠道免疫系统

的安全性大大提高［４引。

未成熟的患儿ＨＡＥＣ发作可能，因此有些小儿外科

２。３．２单纯经肛门拖出术（ｔｒａｎｓａｎａｌ

ｅｎｄｏｒｅｃ—

医生更愿意等到患儿年龄和体重增长后再行手术，

ｔａｌ ｐｕ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ＲＰＴ）：１ ９９８年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

这样手术操作相对简单和安全。但是，也有４，ＪＬＰｂ

Ｍｏｎｄｒａｇｏｎ等［４９］报告经肛门分离切除无神经节细
胞肠段，并将近端正常结肠拖出与肛管吻合。此手

科医生认为持续的直结肠梗阻以及由此而来的营养

术具有不必开腹、创伤小、出血少、进食早、恢复快、
腹部无瘢痕、费用低于传统开腹手术及腹腔镜手术

ＬＡＰＴ技术的发展被认为即使在新生儿期，也能成
功安全地进行手术操作，因此越来越多的＆ＪＬ夕ｂ科

等优点［５…。在长期随访中，经肛门手术发生肠粘

医生推荐除了ＴＣＡ以外的ＨＳＣＲ早期行ＥＲ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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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研究认为每周１次扩肛相较于每天１次扩

推荐意见１４：如果ＨＳＣＲ诊断明确，且非

肛，并没有使吻合口狭窄、吻合口漏及ＨＡＥＣ发生

ＴＣＡ、病情稳定、没有ＨＡＥＣ症状，体重＞５ ｋｇ的

的概率发生变化，相反给患儿和家长带来了更大的

新生儿行一期ＥＲＰＴ术是可行的（１Ｂ）；

精神压力，因此并不推荐频繁扩肛［６ ７｜。但是大多数

推荐意见１５：新生儿期ＨＳＣＲ诊断明确后，可

临床实践认为术后短期扩肛的意义还包括促进患儿

通过ＢＥ检查（１Ｂ）或术中快速冰冻病理诊断（１Ｂ）确

的被动生物反馈训练，促进肠道反射、肠蠕动及排

定肠管切除范围；

便，使患儿产生正确的排便意识和习惯，减少便秘引

２．５全结肠巨结肠的治疗

起的肠道菌群失调、炎症等对肠壁神经系统的持续

近年来治疗ＴＣＡ的手术方式主要包括回肠直

破坏Ｅ

５｜。

肠直接吻合（如Ｓｏａｖｅ术），或有神经节肠段一无神经

２．６．２结肠灌洗

节肠段侧侧吻合（如Ｄｕｈａｍｅｌ术、Ｍａｒｔｉｎ术）等，但

在ＨＡＥＣ的早期，除了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以

由于Ｍａｒｔｉｎ术后ＨＡＥＣ发病率较高［３ ８｜，而Ｓｏａｖｅ

外，应尽早实施结肠灌洗（表４）Ｌ¨］。结肠灌洗的目

术后稀便、污粪时间较长［５９－６０］，因此并没有哪一种手

的是将温生理盐水或抗生素通过肛管直接注入结肠

术方式表现出特别的优势［５引。

内，进行回流灌洗，从而解除积存的粪便、减轻腹胀、

通过比较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恢复时间

改善肠内微生态环境Ｅ６ ８ｆ。灌液总量按１００

以及ＨＡＥＣ等并发症发病率，研究发现腹腔镜治疗

ｍ卜ｋｇ。１·ｄ。１计算，如有粪石，可先使用５０％硫酸镁

ＴＣＡ的效果与开腹手术的效果相当［６川。有学者主

保留灌肠，结肠灌洗完毕后可用０．５％甲硝唑溶液

张一期ＥＲＰＴ术治疗ＴＣＡ［６２｜，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２ｍｌ／ｋｇ、益生菌、云南白药等保留灌肠。Ｗａｎｇ

ＴＣＡ根治术时必须接受分期回肠造瘘一关瘘术，因

等［６９］通过单中心ＲＣＴ研究发现通过洗肠、扩肛、饮

为回肠造瘘可以减少ＨＡＥＣ反复发作和严重尿布

食管理等可减少ＨＳＣＲ术后ＨＡＥＣ的复发率。

疹的发生，也可以让患儿提前进行如厕训练，最终可

２．６．３行为干预治疗

以改善患儿的污粪及肛周溃疡症状［６ ３｜。

ＨＳＣＲ根治术后患儿的控制排便功能是衡量

ＴＣＡ患儿术后需要接受短时间内完全胃肠外

ＨＳＣＲ患儿长期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７０］。对于术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ＴＰＮ），并且接受儿

后失禁和污粪的患儿，强调饮食调整、心理护理、训

科营养学医生的定期评估∞］。ＴＣＡ术后最常见的

练定时排便等行为干预治疗可以帮助重建排便功

并发症仍然是ＨＡＥＣ，其病死率可达５（）％阻］。此

能，提高患儿的远期生活质量旧］。饮食调整包括鼓

外，通常ＴＣＡ术后早期均伴随稀便和污粪，以及肛

励多吃新鲜水果、高纤维食品以及多喝水，避免高热

周溃疡．但是后期大多可以得到缓解，仅约三分之一

量食物；排便训练包括盆底肌生物反馈训练［７１｜、培

的患儿存在持续的污粪∞５｜。

养良好的排便姿势以及每天定时定点规律的排便习

营养（ｔｏ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推荐意见１６：新生儿期ＴＣＡ推荐首先行回肠

末端造痿，同时回肠末端及全结肠多点活检明确诊
断，不推荐行一期ＥＲＰＴ术（１Ｂ）；
推荐意见１７：ＴＣＡ的治疗取决于各个医疗中
心和术者的经验及技术，目前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
尚无一致意见（２Ｄ）；
推荐意见１８：ＴＣＡ患儿术前、术后均应行充分

的营养评估，术后需选择合适的营养支持（１Ａ）；

惯嘲。
推荐意见１９：ＨＳＣＲ根治术后短期扩肛１～３
个月，可以减少术后吻合口狭窄及ＨＡＥＣ发生
（１Ｂ）；

推荐意见２（）：ＨＳＣＲ术后发作ＨＡＥＣ时，行结
肠灌洗可以减轻ＨＡＥＣ的程度以及减少复发的次
数（１Ａ）；
推荐意见２１：尽早的通过饮食调整、排便训练

２．６术后康复治疗

等行为干预治疗能改善ＨＳＣＲ患儿的控便能力

虽然手术是治疗ＨＳＣＲ的主要方法，但仍有必

（１Ａ）；

要在ＨＳＣＲ根治术后进行不同程度的康复训练，以

２．７常见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大多数的ＨＳＣＲ根治术后的排便异常症状，如

２．６．１扩肛

吻合口狭窄是术后扩肛的主要适应证，大部分
的吻合口狭窄可通过院外扩肛而避免再次手术［６ ６ｆ。

万方数据

ＨＡＥＣ，便秘复发，污粪等均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自
愈，但仍有部分患ＪＬ（１％～１０％）需要再次手术Ｅ７
３｜。

２．７．１便秘复发

中华Ａ、ＪＬ＃ｂ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３８卷第１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Ｖ０１．３８，Ｎｏ．１１

ＨＳＣＲ根治术后便秘复发的概率为１１％～

示存在结肠扩张的情况以及便秘病史，考虑为肠蠕

４２％［７４］，首要原因是由于ＥＲＰＴ术切除范围不彻

动减缓导致的充盈性大便失禁，可选择扩肛、结肠灌

底，导致无神经节细胞病变肠管或神经节细胞发育

洗等保守治疗或者再次手术；如果肛管和内括约肌

异常肠管（狭窄段／移行段）残留［７５３；其次是由于各

完整而ＢＥ未显示结肠扩张，则考虑为肠蠕动过快，

种原因导致术后末端直肠缺血产生的继发性神经节

最好服用缓泻剂，以及饮食管理，避免服用任何通便

细胞凋亡或变性［７６｜，如末端结肠拖出时张力过大、

食物；而如果肛管或内括约肌在ＥＲＰＴ术中被破

吻合口漏、脓肿等；此外还包括吻合口狭窄、拖出肠

坏，最好的治疗为每日行生理盐水结肠灌洗，减少其

管扭转、Ｓｏａｖｅ袖带等解剖性因素［７ ７｜。

污粪次数，尽量提高生活质量［８ ２｜。随访显示ＥＲＰＴ

再次手术较初次手术无疑更为困难，没有任何

手术损伤导致的大便失禁在术后早期并不会随着时

一种术式是再次手术的标准术式，因为这完全决定

间流逝得到明显的好转，直到青春期后症状才可能

于上次的手术方式、吻合口的状况、末端肠管的血

得到缓解［８ ３｜。因此ＥＲＰＴ术时应尽量避免损伤肛

供、患儿的一般状态以及手术医生的经验［７３］。术前

管及内括约肌。

复查ＢＥ、ＲＳＢ或ＦＴＲＢ以及ＡＲＭ等检查有助于

２．７．３吻合口瘘

明确便秘复发的原因（图１）Ｅ７８３。研究认为腹腔镜在

ＨＳＣＲ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的原因较复杂，多与

再次手术中仍具有相对优势，特别是方便游离肠管

盆腔感染、吻合口血循环不佳以及吻合技术有

和术中活检［７９｜。但是如果腹腔内粘连严重、解剖显

关［８ ４｜，常见的吻合Ｅｌ瘘包括直肠皮肤瘘、直肠尿道

露不清楚、残留狭窄段／移行段过多时仍需要开腹手

瘘、直肠阴道瘘和多种内瘘等［８ ５｜。一旦发现吻合口

术［８…。而如果遇到“冰冻盆腔”、末端肠管经肛门拖

瘘，应尽早行吻合口近端肠管造瘘，部分患儿在造瘘

出张力较大、吻合口愈合存在任何风险时，近端肠管

后经过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吻合口瘘有可能自行

预防性造瘘是更安全的选择［７ ６｜。

愈合，不需手术补瘘或再行肠切除肠吻合术。
推荐意见２２：便秘复发再次手术的患儿应该接
受个性化治疗，手术方式应该基于再次手术的指征、
患儿的条件以及手术医生的经验而综合考虑（１Ａ）；

推荐意见２３：术后污粪和大便失禁应根据直肠
肛管指诊、ＡＲＭ及ＢＥ检查综合评估患儿的病情而
制定治疗方案（１Ａ）；
推荐意见２４：一旦出现吻合口瘘，应尽早行吻
合１：２近端肠管造瘘（１Ｂ）；

２．８术后随访
ＨＳＣＲ患儿的术后随访非常重要，术后１个月、

３个月、６个月、１年、２年应作为常规随访节点，定期
评估患儿的排便及控便能力，同时预防ＨＡＥＣ的发
生。在国外研究的长期随访中，虽然仍有少部分患
儿在成年后存在排便异常，但是大部分患儿的控便
能力得到加强，污粪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８６］。此
图１术后便秘复发的诊疗规范

外，有部分患儿存在沮丧／抑郁症状，但是总体来说
生活质量与普通人无异［８
７｜。

２．７．２污粪和大便失禁
ＨＳＣＲ患儿术后早期发生污粪者占３０％～

４０％［８川。研究认为具有自主控便的能力应该满足
完整的肛管感受器、自主内括约肌控制以及正常的

推荐意见２５：ＨＳＣＲ患儿行ＥＲＰＴ术后，应形

成定期随访机制，随访直至成人期（１Ａ）。
执笔人：朱天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肠蠕动能力三个前提条件［８ ２｜，如果控便能力受损将

参与执笔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白玉作（中国医科大学附

发生污粪和大便失禁。

属盛京医院）；蔡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陈

如果患儿的肛管和内括约肌完整，结合Ｂ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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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

［３７１ Ｍｅｉｎｄｓ ＲＪ，Ｋｕｉｐｅｒ

ｂｉｏｐｓｙ ｉｎ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ｓ

ＮＥ，Ｐｅｔｔｉｆｏｒｄ－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Ｊ，Ｓｈａｈ ＳＲ，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Ｍｏｒｏｔｔｉ ＲＡ，ｅｔ ａ１．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ｃｔａｌ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ｓ ｔｈｅ

ＦＣ．Ｈｏｗ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ｒ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ａ１．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１０９７／ＭＰＧ．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ａ８ｂｂ５０．
ＥＤ，Ｈａｒｄｅｅ

ｉｎ

１０１６／ｊ．ｊｐｅｄｓｕｒｇ．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９．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０１ Ｎｕｔｒ，２０１３，５７（５）：６７７－６８６．ＤＤＩ：１０．

［２４］Ｍｕｉｓｅ

ＴＬ，Ｙｕｌｉｓｈ ＢＳ，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

ｅｎｅｍａ

［３５１ Ｐｕｔｎａｍ ＬＲ，Ｊｏｈｎ ＳＤ，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ＳＡ，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ｅｍａ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１０．１００１／ａｒｃｈｐｅｄｉ．１９８６．０２１４０２３００５１０２８．

Ｉｎｔ，２０１５，３１（９）：

Ｓｕｒ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ｅｕｒ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Ｍｏｔｉ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ｍ Ｊ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６，１４０（９）：８８１—８８４．ＤＯＩ：

ｒｅｌａｔｅｄ

８２１—８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３－０１５－３７４２—８．
Ｓｃｈａｐｐｉ

ｂａｒｉｕｍ

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４０（１０）：１５２７—

１５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ｐｅｄ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０７．０５３．

［２２１ Ｆｒｉｅｄｍａｃｈｅｒ

ｒ３４］ＴａＸｌＴ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４，２６（１１）：１５６５—１５７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ｎｍｏ．１２４２３．

ａ１．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ｆｏｒ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ｓ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０２５３－３００６．２０１４．０７．０１６．

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ｒＬ
［３３］Ｔａｎｇ

ｍａｎｏｍｅｔｒｙ

Ｇ，Ｐｉｎｉ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口］．ｗｏｒｌｄ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１，７（１）：８３—８５．ＩＸ）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ＳＥ，Ｂｅｌｕｓｈｉ

ＤＨ，Ｄｕｎｄａｓ
ｚｏｎｅ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ｙ

ＳＡ，ｅｔ

ａ１．Ｄｏｅｓ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ｉｃ

ｔｈｅ

ｂｏｗｅｌ

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５（３）：１４９—１５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ｒｎａ．ｊ．ｉｓｓｎ，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ｆｆ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４，３４（１０）：

０５２９－５８０７．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２．

８１１－８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２４７－００４—１２９２－７．

［２６］Ｓｚｙｌｂｅｒｇ Ｌ，Ｍａｒｓｚａｌｅｋ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

１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Ｐｒｚ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Ｚａｎｉ

Ｓ，Ｍｏｒｉｎｉ

Ａ，Ｅａｔ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Ｆ，ｅ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０１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ｉｎ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ｔ，２００５，２１：２５５—２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００３８３－００５—１３８３一ｚ．

［２９］Ｃｉｎｅｌ

Ｌ，

Ｃｅｙｒａｎ

Ｂ，

Ｇｕｃｌｕｅｒ

Ｒ

Ｃａｌｒｅｔｉｎｉｎ

ｂｉｏｐｓｉｅｓ［Ｊ］．Ｐａｔｈ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５，２１ １（１）：５０－５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ｒｐ．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２．
［３０］ｄｅ

ｃａｌｒｅｔｉｎ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１．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

Ｉｎｔ，２０１６，３２（８）：７２３—７２７．１３０１：１０．

［３１］ｄｅ

ｃａｌｒｅｔｉｎｉｎ
ｉｎ

ｒｅｃｔａｌ

ＬＰ，Ｔａｋｅｇａｗａ ＢＫ，Ｏｒｔｏｌａｎ

ＥＶ，ｅｔ

ａ１．Ｄｏｅｓ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ｂｉｏｐｓｉｅ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ｆｏｒ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Ｎｕｔｒ，２０１４，５８（５）：６０３－６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ＭＰ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３．

ｎｅｒｖｅ

ＤＯＩ：１０．１

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Ｚｈｅｎｇ

ｒｍ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ｓｉｓ［Ｊ］．Ｉｎｔ Ｊ

ｏｆ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Ｓｕｒｇ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１，１９（３）：３０３—３０８．

１７７／１０６６８９６９１０３６１７３８．

尾壁内神经元标记物和神经支配分布的评价［Ｊ１．临床Ａ，ＪＬ夕Ｆ
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１）：８－１１，１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ｒＬ

Ｚｈｅｎｇ

Ｓ，Ａｎｕｐａｍａ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１６７１—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Ｂａｓｎｅｔ，Ｈｕａｎｇ ＹＬ，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Ｃ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Ｊ］．ＪＣｌｉｎＰｅｄＳｕｒ，２０１１，１０（１）：８－１１，１５．ＤＯＩ：１０．
［４３１ Ｒｅｃｋ－Ｂｕｒｎｅｏ

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 １．０１．００３．
ＣＡ，Ｌａｎｅ

Ｖ，Ｖｉｎａｙ Ｐ，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ｓ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

ｔｏｏｌ？口］．Ｊ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６（１）：２５．

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７）：５４６—５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丑ｊ．ｉｓｓｒＬ

［４４１ Ｓｉｎｇｈ ＵＲ，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Ａ，Ｂｈａｔｉａ八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ｍａｓｔ

０２５３—

ｃｅｌｌｓ，

ｎ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Ｊ］．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８，７０（５）：２３１—２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２６２－００８－００６６－０．

［４５］Ｍｏｏｒｅ ＳＷ，Ｓｉｄｌｅｒ
（ｚｏｎａｌ

［３２１侯金凤．钙视网膜蛋白诊断先天性巨结肠［Ｊ］．中华４＇３Ｌ夕ｂ科

万方数据

ＹＬ，Ａｎｕｐａｍａ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ＤＯＩ：１０．２１６９９／ｊｎｓ．ｖ６ｉｌ．５１４．

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３－０１６—３９１２—３．
Ａｒｒｕｄａ

Ｈｕａｎｇ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ｒＬ

Ｊ／，Ｐａｌａｚｏｎ ＢＰ，Ｊｕｌｉａ ＭＶ，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ｏ

ｓ

６３５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３．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ｒｓｃｈｐｒ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ｅｃ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

［４２］郑珊，Ａｎｕｐａｍａ Ｂａｓｎｅｔ，黄焱磊，等．新生儿全结肠巨结肠阑

１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５／ｓ－００３６—１５９３９９１．

ｓ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ｓｉ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３／ｊ．ｓｅｍｐｅｄｓｕｒｇ．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４．
［４１ １

ａ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 Ｉｎｔ，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ｌ．Ｅｕｒ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２７（１）：９６—
［２８］Ｍｏｏｒｅ ＳＷ，Ｊｏｈｎｓｏｎ

［４０１ Ｍｏｏｒｅ ＳＷ．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０１，２０１４，９

（５）：２６４－２６９．ＤＯＩ：１０．５１１４／ｐｇ．２０１４．４６１６０．

［２７１

ｉｎ

ｓ１２５１９－０１１－０２５１－２．

［２１］Ｍａｒｔｕｃｃｉｅｌｌｏ

［２３１

ＪＦ．Ｃａｌｒｅｔｉｎｉｎ

［Ｊ］．Ｃｈｉｎ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３５（７）：５４６—５４９．［３０Ｉ：１０．

１０９７／ＭＰＧ．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４ｃｏａｃｃ．
［２０３

８１３

Ｄ，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ｓｉ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２

Ｐ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ｏｓｉｓ

ｏｒ”ｓｋｉｐ”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Ｈｉｒｓｃｈｓｐｒｕｎｇｓ

ｃａｓｅ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Ｓｕｒｇ Ｉｎｔ，

２０１３，２９（５）：４９５—５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３－０１３—３２８６—８．

中华ｄ，ＪＤ夕ｂ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３８卷第１１期Ｃｈｉｎ Ｊ

８１４

［４６１

Ｐａｋａｒｉｎ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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