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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斑息肉综合征的诊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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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黑斑息肉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近 5 年来收治的 4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 果：4 例患者均有口唇、颊黏膜等部位黑色素沉着斑，并有多发胃肠道息肉。临床表现以腹痛、便
血为主。3 例行小肠部分切除术 + 肠息肉切除术，1 例行内镜下息肉摘除术。
结论：黑斑息肉综合征患者易合并息肉相关并发症，且增加恶性肿瘤风险，应密切随访，手术和内镜
切除是治疗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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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斑息肉综合征，又称为Peutz-Jeghers综

14~33岁，有家族史1例。该组女性患者既往因2次

合征（Peutz-ghers syndrome，PJS），我院于

肠套叠在外院行2次肠切除术。1例患者既往行内

2008—2013年共收治4例该病患者，现将其临床病

镜下息肉切除术（表1）。

理资料和诊疗结果总结如下。

1.2 临床表现
本组4例患者就诊时均有口唇黏膜、手掌及

1 临床资料

足掌多个深浅不一、大小不等黑色素斑；全部
患者均具有腹痛症状，便血者2例；合并肠梗阻

1.1 一般资料
本组4例患者，女性1 例，男性3 例，年龄

序号
1
2
3
4

性别
女
男
男
男

年龄（岁）
18
14
21
33

表1
腹痛
（+）
（+）
（+）
（+）

者 3例，均为肠套叠所致。

4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
肠梗阻
便血
内镜下息肉切除
（+）
（+）
（-）
（+）
（-）
（-）
（+）
（-）
（-）
（-）
（+）
（+）

1.3 治疗

手术次数
3
1
1
0

肠切除
（+）
（+）
（+）
（-）

均行小肠部分切除术+肠息肉摘除术。1例患者行

急诊行剖腹探查术3例，术中均见小肠套叠、

肠镜下肠息肉摘除术+胃镜下胃息肉摘除术，该例

套叠小肠均缺血坏死，其中1例患者小肠及结直肠

患者共摘除息肉15枚，直径约0.3~2 cm；<0.5 cm

散在大量息肉，直径在0.5~2 cm之间；2例患者仅

息肉，用高频电灼烧切除；0.5~1.5 cm息肉，用圈

小肠散在大量息肉，直径在1~3 cm之间；3例患者

套器电凝切除；1.5~2 cm息肉，用圈套器高频电凝
切除，并上钛夹夹闭创面。

1.4 病理检查
收稿日期：2014-12-01； 修订日期：2015-02-23。

4例患者均行病理检查，小肠错构瘤性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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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PJS息肉的发生、发展，COX-2抑制剂可能用于
抑 制 P J S 息 肉 生 长 。 K u w a d a 等 [11]研 究 发 现 ， 抑 制

PJ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具有皮

mTOR信号通路的药物雷帕霉素可抑制PJS息肉生

肤黏膜色素沉着、胃肠道多发性息肉及家族遗传

长。上述研究发现为药物治疗PJS提供一种可能，

倾向三大特征。临床较罕见，发病率约1 : 200 000~

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1 : 50 000 。近年来研究发现PJS的发病是由定位于
[1]

染色体19p13.3上的STK11基因的突变造成的

[2-3]

。

黑斑息肉综合征容易发生胃肠道息肉相关并发
症（肠套叠、肠道出血、肠梗阻），且息肉有恶变

皮肤黏膜色素沉着最具临床特征，好发部位

倾向和易复发性，PJS患者的随访非常重要，除了

是口唇和颊黏膜，直径常<5 mm，黑斑的大小、数

定期复查胃肠镜，必要时还需行全身肿瘤检查，做

目、颜色可随年龄而变化。除了颊黏膜的色素斑

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期提高患者预后。

外，身体其他部位的色素斑在进入青春期后会逐渐消
退。PJS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外显率高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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