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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腹痛表現之核桃鉗症候群－一例報告
Nut Cracker Syndrome Presented with Abdominal Pain
－A Case Report
消化系內科

許智能醫師/吳志松醫師

一位 25 歲男性之前無任何病史，因為上腹及左上腹部持續悶痛並輻射脊椎旁數個月，
曾到外院就診，做過一系列的檢查(胃鏡、超音波及小腸攝影)並無特殊發現，由於上述症
狀一直持續，病人至本院腸胃科門診就診並收住院治療。電腦斷層顯示左側腎臟楔形病
變，懷疑左腎梗塞進而安排核磁共振造影，發現左側腎臟及腎靜脈在 T2W 時呈現高訊號
狀態，但腹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訊號正常，表示左腎靜脈血流緩慢，幾乎沒有流入下腔
靜脈且左腎靜脈遠端有擴大的現象。此時懷疑左腎靜脈被腹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包夾
住，於是安排血管攝影來確定診斷，果然血管攝影顯示在左腎靜脈遠端注入顯影劑後呈現
遠端腎靜脈擴大的影像，但下腔靜脈並無顯影，並且有出現側枝循環的影像，表示左腎靜
脈無法回流至下腔靜脈，之後再幫病人安排都卜勒超音波檢查，發現①左腎靜脈擴張處比
狹窄處之直徑比值>5 ②狹窄處比擴張處之流速比值>5 ③狹窄處之尖峰流>100 cm/s，
這些數值都符合以超音波診斷核桃鉗症候群之條件。
於是安排病人進行外科手術，將左腎靜脈流入下腔靜脈之開口往下移 10cm，術後病
人腹痛的情形明顯改善，但是一個月後病人腹痛再度復發，安排影像學檢查後發現腹主動
及上腸擊膜動脈之間的左腎靜脈仍然狹窄，於是建議病人經由血管攝影將支架放入並撐開
狹窄處，術後電腦層及超音波追蹤左腎靜脈，顯示狹窄處已完全擴張，目前已 5 個月沒有
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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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核桃鉗症候群是指左腎靜脈被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包夾住後產生的左腎靜脈高壓
的現象，病人會表現出左腰疼痛、腹部疼痛以及單側血尿(不一定會發生)，它的病因是因為
①主動脈及上腸繫膜之夾角太過狹窄 ②左側腎臟脫垂。診斷方面除了病史、身體檢查及
血液檢查外，要安排膀胱鏡確定為單側血尿；影像學檢查方面可安排⒈都卜勒超音波(測
量狹窄處及擴張處之前後徑與尖峰流速之比值) ⒉電腦斷層(確定左腎靜脈腹主動脈及上
腸繫膜動膜之解剖位置) ⒊核磁共振 ⒋靜脈攝影(測量左腎靜脈及下腔靜脈之壓力梯
度)。
在治療方面，症狀輕微(無痛性血尿)及青少年的病人可保守療法，因其可能會自
動復原。若病人經過兩年之門診追蹤後仍有反覆血尿、貧血、嚴重腰痛及持續直立性蛋白
尿等，就可進行外科治療－左腎靜脈移植，將左腎靜脈流入下腔靜脈之開口往下移遠離上
腸繫膜動脈。另一種方法為經由股靜脈將一可伸展的支架置入左腎靜脈狹窄處，另一端置
入下腔靜脈中，但術後要服用抗凝血劑及抗血小板劑以防止栓塞。

左腎靜脈在腹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之間呈現極度狹窄 左腎及左腎靜脈 T2W 呈現明亮之高訊號狀態

左腎靜脈血液無法回流至下腔靜脈

放完支架後左腎靜脈狹窄處恢復血流且回流至
下腔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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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腎靜脈在腹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之間呈現極度狹窄 在都卜勒超音波下左腎靜脈在腹主動脈及上腸
且遠端左腎靜脈擴張（aliasing）
繫膜動脈之間的狹窄處呈現流速極快之亂流的
斑駁訊號

在腹主動脈及上腸繫膜動脈之間的夾角極度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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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完支架後的左腎靜脈其狹窄處已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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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性腹膜炎
TB Peritonitis
消化系外科

董弘一醫師

56 歲男性，公司司機。98 年 1 月下旬上腹痛，轉右下腹。無發燒，嘔吐，腹瀉病史，
疑闌尾炎，由診所轉本院急診。來院時體溫（BT）36.80C，血壓（BP）157/92，實驗數據
除白血球（WBC）
：10300，C 反應蛋白（CRP）
：20 外，驗尿，肝腎功能，電解質，澱粉
酶（amylase）
，血清脂解脢（lipase）
，血液培養皆正常；身體檢查：腹部軟，腹右下壓痛，
無回縮痛。超音波顯示微量腹水。電腦斷層除腹水外可見大網膜浸潤增加高度懷疑結核性
腹膜炎 (TB peritonitis)或腹膜腔播種式擴散癌症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或其他慢性腹
膜炎。故住院期間安排胃鏡，大腸鏡，癌胚抗原（CEA）
：0.2，（甲型胎兒蛋白）AFP ：
1.8，胸部 X-光（Chest PA），痰液培養（sputum culture）等檢查。除胃潰瘍外皆無癌病灶
或 TB 菌發現。住院 3 天，腹痛減緩消失。WBC 恢復正常(4400)。與病人討論後，病人要
求出院，門診追蹤。
門診追蹤六個月，無腹痛及其他主訴，腹超，無腹水，無其他發現，驗血亦正常。
98 年 7 月，病人再次因右下腹痛及發燒入急診。BT 38.10C，BP 129/69，WBC：9700，
CRP：41.6；電腦斷層如同半年前，有腹水，大網膜浸潤增加。除此之外膽囊隱約有膽砂，
闌尾亦比上次肥厚。因此徵得病人同意於次日行剖腹探查，術中腹腔中有大量混濁腹水，
大網膜形成 10*1.5 cm 塊狀，腹內所有器官含腹膜，腹壁上皆形成無數米粒狀小點。術中
切小片大網膜行冰凍切片，大片網膜送病理，腹水培養。冰凍切片報告：”良性，無惡性
發現”，病理除慢性肉芽腫性發炎外合併纖維化 (chronic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with
fibrosis)併有 Langhans' giant cells。抗酸染色（acid fast）and 過典酸染色（PAS stains, Periodic
acid-Schiff stain）皆無發現。如同上次一樣，Chest PA，sputum culture (3 set, TB + AFS) 亦
無發現。因腹部電腦斷層腹水雖較上次增加，網膜浸潤卻較上次減少，且病理亦無惡性發
現，故會診胸腔內科，以 TB 處理，於手術後第三天，正常進食，開始 Anti-TB agents (四
合一)治療( INH, RIF, EMB, PZA)，服藥一週，無發燒，腹痛消失，胸部聽診正常，追蹤肝
功能及其他生化正常。病人出院，改門診治療。

圖一、98 年 1 月份胸部 X 光

圖二、98 年 7 月份胸部 X 光

二次胸部 X-光片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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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98 年 1 月份腹部電腦斷層

圖四、98 年 7 月份腹部電腦斷層

圖五、98 年 1 月份腹部電腦斷層

圖六、98 年 7 月份腹部電腦斷層

相隔半年的腹部電腦斷層，腹水增加，網膜浸潤卻減少，大大排除惡性之可能

討論
結核病是一種全身性的疾病，它不只會侵犯肺部及呼吸系統，也有可能侵犯到身體各
處。它一度消聲匿跡，近年來在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中國家又有增加之象，TB peritonitis
亦相對的增加。肺部以外的結核菌的感染常發生在免疫功能不全的病人，例如：老年人、
營養不良的人、肝硬化、CAPD、DM、癌症、愛滋病患、接受過移植手術的病人、…等。
20%的病人並無危險因素。腹部的結核病有可能發生在消化道、腹膜、淋巴結、肝臟、脾
臟、胰臟…...等。
超過 90%的 TB peritonotis 病人合併有腹水，其餘 10%表現出 "dry" phase, 以
fibroadhesive 的型式存在。73%病人有腹痛，58%出現發燒。70%的病人在診斷確定前已
有四個月的症狀。TB peritonotis 病人平均年齡為 55 歲，男女比為 1：1。如果病人不明腹
痛已有數週併有發燒及體重减輕，TB peritonitis 須列入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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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檢查常無特異性發現。生化檢查常出現輕至中度 normochromic normocytic anemia
(平均 Hb：9.9g.dl)，Chest PA old TB 僅有 33%出現。Acid fast stained smear 常無發現。陽
性腹水培養常小於 20%。腹水生化一般 protein > 3.0 mg/dl (95%)，albumin gradient (SAAG)
< 1.1 g/dl，WBC 150 – 4000 mm3。
治療方面，目前還是以抗結核病藥物四合一 ( INH, RIF, EMB, PZA)使用 2 個月後，
再改為三合一 (INH, RIF, EMB)治療至半年以上，嚴重者可治療至一年，並且要持續追蹤
治療。TB pertitonitis 則須一年。一般抗結核藥物治療安全性高、效果好，除非特異體質引
起不適，大部份的人都能忍受治療的過程。
感染常因潛伏於腹膜的 TB 菌再度活化，來源可能是肺部病灶，經血行而來。或活動
性，栗性 TB 直接感染。一小部分則由受感染的小腸或輸卵管直接轉移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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