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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胃ノ軸廻縛．ニ就テ

（レ線像ニ於ケル胃ノ輪廓）

京都帝園大事密接部外科事教室第2講座（青柳敬授）

講師密接博士石野琢二郎

Nachweis der physiologischen 

Achsendrehung des Magens. 

Von 

Prof. Dr. Takujiro lsino, Dozent der Klinik ・ 

〔Ausd. Kais. Chir. Universitatsklinik Kyoto 
(Prof. Dr. Y. Aoyagi）〕

Wir haben nachgewiesen, dass die iiusseren Konturen des Magens im Rontgenbilde den 

anatomischen grossen und klei~en Kurvaturen nicht ganz entsprechen, und <ler Ma伊 nselhst 

eine physiologische Achsendrehung hat. 

Untersuchungsmethode 

Zu diesem Zwecke haben wir die anatomischc kleine sowie die grosse Kurvatur mittels 

zahlreicher, durch Knopfniihte subseros白xierterSilberd1'ahtstlickchen von varierten Gestalten 

markiert (siehe die Fig. I die Linie 00). Auch hahen wir je eine parallele Linie an der 

kleinen sowie der gros宅enKurvatur entlang in einem Ahstand vo白 1.5cm von denselhen, an 

der vonleren Magenwand auf die gleiche Weise gezeichnet ¥siehe die Fig. I die Linie・－・）．
Das macht also im ganzen 4 Linien; wie dies aus der schematischen Darstellung hei Fig. I 

ersichtlich iは．

Die lelzte Markierung von <ler gleichen Ari: besteht nun darin，品川 dieoben erwahnten 

Richtlinien ftir die kleine uncl clie grosse Kurvatur mit einer damit rechtwinklig kreuzenclen 

geraden Linie in cler Mitte der hinteren Magenwand verbunden wer田den(vgl. Linie令令 bei

Fig. I). 

Nach Verlauf von 2 oder 3 Wochen winl derselbe Magen riintgenologisch aufgenommen. ． 
Das Erfolg unserer Untersuchungen 

Untersu.chungen normaler, auf obige Weise rnarkierter Magen ergaben, dass die‘Folge der 

physiologischen Achsendrehung des Magens so aussieht, wie es hei Fig. II schematisiert ist. 

In der oberen Drittel des Magens rotiert niimlich die hintere Wand von links hinten nach 

rechts vorn.e, also wie bei der Supination cler auf die vordere Bauchwancl gelegten linken Hand 

rler betre仔endenPerson, sodass hier die rontgenolog-ische kleine Kurvatur durch die hintere und 

<lie grc出 eKurvatur durch die vorclere Magenwan<I dargeslellt win! (vgl. Pfeil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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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I Fig. JI 

Die Markierung des grossen und kleinen 

Kurvaturen und anders 

Beziehung des Rontgenbild zu der Markierung 

In der unteren 2 Drittel des '¥Ia伊 nメ rotiertdagegen die hintere Magenwancl nach unten und 

vorne, also wie bei cler Pronation der eigenen rechten tlachen Hanel, die auf die Epigastrial-

伊gendgelegt ist. Die rontgenologische kleine Kurvatur zeigt also nur einen Tei! der vorderen 

Magenwancl unweit der anatomischen, die jetzt auf der runtgenologischen hinteren Magenwand liegt. 

Dementsprecherid wird die anatomische grosse Kurvatur vop. elem Magenklirper bis zum 

Pylorus immer hoher auf die vordere Wand des Magens hin disloziert, soclass dabei die runt噌

genologische grosse Kurvatm・《lurchdie hintere Magen吋andselbst dargestellt ist (vgl. Neile II). 

(Autoreferf!t) 

緒 ．言＝－
Eヨ

同 Fど線a撃的大智及ピノj、寄ガ，解剖壊とノソレ等ト一致シナイモノデアルコトハ，多数ノど

線撃者＝依ツテ指摘サレテハ居ルガ，何レモ想像或ハ間接的ノ立誰エ過ギナイ。ソコデ我hハ

正常胃 5例＝就イテ，解剖・撃的大智，ノj、母及ビ前後壁ヲ議メ標示スルコトニ依リ，此等ノど線

像ト解剖接的形態トノ相互関係，換言スレパ，宵ノ軸廻陣性ヲ直接的ニ立誰セント試ミタ 3

検査例

検資伊jハ成人ノE常胃デアツテ，開腹ノ必要アルモノノミヲ撰ンダ。

検査 方 法

正常胃ノ解剖撃的大智及ビ・，1、笥ニ．或ハ更＝胃ノ両首長聖ニ於テ，解剖撃的大聾及ピ小腎カラ1.5

糎離レテ之ニ平行＝，向ホ父タ胃館後壁中央ニ於テ大智カラ小智ニマデ横切ツテ，金属片ヲ賄

欣＝或Fレ一定ノ間隔ヲ置イテ奨膜下ニ羽i淡シ之等ノ標示トナシタ。

標示用金属トシテハ．銀線片叉ハ直径3粍ノ銀環ヲ用ヒタガ，解剖皐上ノ大智及ピノj、母ノ決

定ニハ同所＝分布スル動静脈ガ前壁及ビ後壁＝分校スル雨者ノ中間ヲ遇過スル線ヲ以テシ，此

1 ノ部ノ奨膜＝小切開ヲ加へ，之レエ標示物ヲ埋洩シ，更ニ奨膜ノ縫合ヲ行フテ脱落ヲ防イダ。



量理

浩影剤トシテハ，稀i'rJJ.ナLユ＝バリツト寸7k（水10 ニ J;j· シ L~ 干バリ、ソト「 1 J削合＝出平LIセル

モノ）ヲ月1ヒ，共ノ陰影ガ標示金属ノ夫ノ妨ヂトナラナイ純度トナシタ。

6 雪事4き17 宮容函型電事幸外本日1510 

内壁ノ緊張ガ正常ニ恢復シタ後＝．と械製的検究ヲ行ツタ。

及ピ浩影剤ヲ 20提揖取シタ場合（胃粘膜鍛像除升：時ト同僚件）， 180詫揖取シ

~ド座位，仰臥位，腹臥位ノ

更＝前壁，後飛 二

術後2-3遡間シテ，

検王宝ハきさ腹時，

タ揚合（宵充盈像検賓ノ時ト同僚件）＝分ケ，

各揚合＝就イテ， J::'.線像ト標示物トノ位置的閥係カラ，解剖接的大脅， ノj、母，

各種ノ鴨位自flチ立位，

例

第 1例勝OョO子，♀， ill歳。

標示物質ハ解剖j接的大事警立f;.ピュ小型撃ノミ＝附シタ（第 1岡）。

検査結果

第 2欄カラ官事4岡＝示サレタ如Iクヂアル。

査

ノ位置及ピ欣態ノ相関関係ヲ検費シタ n

検

波紋，治協水20絡調草取セル場合第 2闘標示ノ f立従

／。＼
＼ ρ 

C入、，，＿＿.10-----

第 1岡

第4闘仰臥f弘法影水20銘携取tiレ場合第再開

4

3

 
－－
 

腹臥f弘法影7)c20路毎夜セル場合、

ρ 

り

Q 

bミー~ダ’

今

h

－a
 

段。納賀線，、主三線像ノ輪廓ヲ示ス。

所見

1) 遺影剤20絡ノ；場合

}'f.f吃rJ、（第2阿）と線手持的大事雪ノ、解ff!J験的大事？ヨリヨEカ＝下JilWチ外相Ill=-1r: Pレ。印チ宵ノ前媛叉ハ後~ノ
~1£ レカえんと線像ヂノ大付ヲ形グクツテ暦ルヨトガfo/f.l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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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1k.ピ腹臥fすヂノ、（第3,4岡），と線易量的大事雪及ピ小鯵ノ、月半音lj率的ノソレ毒事ト略々一致的胃底＝近イ部分

ノ~ ;l/j ャ、大惨ノ不一致ヲ見タ。

2) 議影剤150括ノ；場合t聞ノ、省略）

20絡ノ；揚合ト大差ナカツタガ立位／；場合＝と線準的大轡ノ、夏＝強タ解部接的大鯵ノ外側＝アツタ。

3) 以上ノ方法ヂハと線像ノ大轡ト解剖準的大轡トノ、特＝立位＝於テ一致シナイト言7 コトガ分Fレヵ・と線

像ノ大智ヲ形成λPレモノノ、胃ノ前墜ヂアルカ，或ノ、後獲ヂアルカ決定スルヨトガ出来ナイ。

第2例背O美O子，！？ J 28歳。

標示物質ノ挿入方法ノ、第 1例ト同ジヂアル。

所見

1) 溢影剤20路ノ；場合〈岡ノ、省略）

立f立＝於テ明カ＝解lilJ接的及ピと線第的大手主ノ不一致ヲ見~。

仰臥位＝於テノ繭大傍／不一致（ヤ、極度デアツタ。

腹臥位＝於テハ爾大轡ノ不一致〈見ラレナカツタ。

小聖書側＝於テノ、解剖皐的小村ハと線接的小轡ヨリモ一般＝上方卸チ外側＝在ツタ。

2) 造影剤200耗ノ；場合（岡ハ省略）

立佼＝於テ扇大轡ノ不一致ノ、最モ張夕現ノ、レ，月半f持率的大轡ハと線像ノ中央ヲ走Fレ程度ヂアツタ。

仰臥位＝於テノ、，大聖書ノ不一致ノ、立佼ノ；場合ョリモ盗カ＝軽度ダアツタ。

而シテ此／爾大轡ノ不一致程度ノ、倒門側＝近グク＝従ヒ鰹度ヂアツタ。

3) 爾大鰐及r爾小鯵ノ問ノ不一致ノ、立鐙サレタカ・， j三線拳的大聖書又J、小智方、胃ノ前壁或ノ、後壁／イグ

レ戸ヨツテ形グタラレテ庭Pレカへ決定スルコトガ出来ナカツタ。旬チ検査＝際シテノ、，前壁叉ハ後墜ヲモ

標示スル必要ガアルノヂアル。

第5例鈴O植o~~＇ 25, 57歳。

標示 hシテ第5岡＝示ス様＝，大，小雨鯵＝夫キlOf.同， 5個ノ銀環5'J挫t量的前皇室ニノ、小及ピ大爾轡＝平

行シテ，夫々之等ヲ離レルコト 1.5糎ノ都民日伽~. ,5例ノ銀線ヲ捜淡シ，育機前壁ノ中央＂＂ 1個ア土星波シ，後

壁中央＝ハ胃 7横断シテ 5倒ヲj霊＆シタ。

今， 1!l!宜ノタメ標示物 7結プ線＝第5岡＝示ス様＂＂ A, 

Af, B, B', Cナル略放 7附ケタ。

検査結果

ー第 6闘カラ第17岡＝示サレタ弗lタヂアル。

所見

I) 治影剤jヲ奥へナカツタ場合（祭腹時j

. 1）立佼（第6園）

A＇ノ、宵下牛部ヂハ A ノ上方自1チ外flllJ＝在ツテ， i守上三ド

分ヂノ、Aノ下方邸チ内側＝在Pレ。ョノコトノ、宵下宇都ヂノ、

前墜ノ一部ガ解lilJ接的小野ヨリ前上方＝押シ場事ツテ居Jレコ

ト，卸チ前壁ノ穆上7示シテ居リ，宵上宇都ヂノ、前壁／奉

J::fJ•鱈度カ叉ノ、会ク無イコトヲ示シテ居ル。

B＇ハソノ殆ド会長＝互ツテ Bノ内世llJ＝－ ア H，而モ t・ノ、ソ

ノ殆ド金部ヵ・Bノ下方卸チタト側＝在Jレ。ヨノコト小後壁ヵ・

殆）：； Yノ会長＝瓦ツテ両手昔日準的大事予ョリ下方＝黍レ下ツテ

居Jレヨトヲ示シテ居ル。

官事5園 標示金属片ノ位置

A. 1枠制務的小勢

A': 胃前盤ヂ小事事ヲ去ル 1.5糎ノ部ヲ結プ線

B ：＇解剖み的大轡

B': 胃前獲ヂ大噴砂7去Jレ1.5糎ノ部ヲ結プ線

C: 間後皇室中央ヂ胃ヲ検切ル線

口； 宵前~＇I＇心里占

同上や部tWチ噴門近クヂノ、， Aノノ、Aノl付制llJ＝アム B〆ノ、 B／内側IJT'B＝接近λ ル傾向ガアル。ぼド令部



1三線事的大轡

量虎

直Pチ幽門側ヂノ、， Aノノ、 Aノ外側＝， B＇ノ、 Bノ内側＝在Fレマ、ヂ其ノ傾向ガ強クナル。

gpチと線撃的大符ノ大部分（胃下宇部，詳シク言ヘバ宵ノ下2/3）ノ、胃ノ前壁カラ構成サレ，

ノ大部分ノ、胃ノ後壁カラ構成サレテ居ルコトヲ意味シテ居ル。

r 告存巻17 号事函寅科外本日1512 

主主腹時，宇座位

、，p
冶ーー℃ノJ

σヨ。？

第 7圃

／
 つム

主主腹時， 立f立第6圃

コ

2) 宇廃位（第7圃）

Aん、立佼ノ；場合ヨリモ著明＝A ノ上方＝出ル傾向ガアル。印チ前壁ノ事』ソ、立佼ノ場合ヨリモャ、強度

ダアツタ。

Cノ、立伏ノ；場合＝比シテ下カラ B＝近グク傾向ガアル。卸チ後墜ノ垂下ノ、立f立＝比シ輯度ヂアツタ。

胃王手ド部ダハ B＇ノ、 Bノ外側＝出テ居9。郎チ前壁ガ却ツテ前方カラ左後方＝姻車事シテ居ルコトヲ示シテ

ヰル。

3) 仰臥位（第 8圃）

A＇ノ、 A＝盆＃接近シテ居3レガ，伶ホ幾分前盤1穆1：ノ傾向ヲ持ツテ居yレ。

C ノ、会ク B ノ内刊Ill ＝入ツテシマヒ，後壁ノ垂下ノ、全ク無クナツテ居Jレコトヲ示シテ滑Pレ。郎チ解~J準的大

鯵ト土心線準的大棋聖トガ一致シテ居Fレ諜ダアル。

仰臥位＝於テ前壁ノ穆J：，或ノ、後壁／！垂下方・少イヵ，殆ド無イト言アコトへ胃自慢ノ L捻レ司郎チ胃軸捻

輔が鰹度ヂアルコトヲ示スモノダ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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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腹時，仰臥位努:i8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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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腹臥伏（官事9関）

A／ノ、 A ョ 9~員ク上方＝位打前慶ノ場上ハ強度トナツテ居~o

B’J、他ノ強位ト異 P胃上宇都＝於テモ甚シク， Bノ内側＝在ルコト， cヵ・Bトャ、重ツテ居Pレコトノ、，後

壁ノ垂下ノ、立位ヨ 9ノ、軽度グガ仰臥位ヨリノ、茜シイコトヲ示シテ居Pレ。

II）治影剤20施ヲ奥，、!;t場合

1）立位（第10園）

胃プド宇都（詳シク言へパ胃ノ下2/3，以下準之）戸ノ、，後壁ノ垂下3 前皇室ノ拳J・ーハ明カユ立護サレタ。 ljijモ

其ノ程度ノ、~腹時ト殆ド後ラナカツタ。

石野．正常胃ノ軸砲事事＝就テ

括主影7k20路，宇座位

， 

第11簡遺影7]<20耗，立佼第10圃

絵。太2電線ハと線像ノ輪廓7示ス（以下準之）。

2) 牟~位（告書11潤）

前壁ノ：掌上，後墜ノ：垂下共＝立伎ノ；場合ョ pャ、強度ダアツタ。但シ空腹時トノ、大差ナカツタ。

3) 仰臥位（第12岡）

前壁ノ事 t，後壁ノ垂下共＝極度ヂアツテ，~腹時＝比シテ後壁ノ霊下ガャ、強度ヂアツ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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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影7k20銘，腹臥位第13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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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影水20銘，仰臥位第12間

-4) 腹臥位（第13圃）

前壁ノ事上ハ鰹度，後壁ノ垂下J、殆ド総メラレナカツタ。

一般＝湯影剤ノ少量（20銘）ノ場合Z ノ、前壁ノ事』：，後壁ノ垂下ノ、主主腹時ト大差ナカツタ。

HI）遺影剤150路奥ヘタ場合

l）立佼（第14圃）

空臨時ョリモ前壁場j二ハ粉々極度ダアツタカコ 後壁ノ垂下ハ逢カ＝強度ヂアツlタ。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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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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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固 まま影水150銘，立佼

， ., 

官事15聞 記量影水150路，宇座位

0・・

’b 

2) 宇座位（第15岡）

立f立ヨリ後壁ノj垂下ハ稀母艦減シテ居声。

3) 仰臥位（第16園）

キF町立＝比シ前壁ノ事J二ハャ、強クナリ，後壁ノ垂下ノ、極減シタ 0 ~包臨時＝比較Z レパ， ソノ経度ハ一般

＝強度ヂアツタ。

第16固 ま堂影水150路，’仰臥位

、

._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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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園溢影水150銘，腹臥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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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腹臥佼（第17岡）

前墜ノi事上，後壁ノ垂下ノ、意外＝強度ヂアツタ（空腹時ト令ク趣ヲwユシタ）。之ノ、充満胃ノ特長ト考ヘラ

レPレ。

所見小括

l) 立作， 4'座fゼヂノ、，開内総ノ如何＝拘ラズ， i守ド宇部ニ於テ，後壁ノ、執：シタ垂下シ， ソノ程度胃内年半

ノ：多1Aヂアル＝従ツテ強度トナル。邸チと線号性的大妙ノ、殆ド胃／後壁＝ョツテ形成セラレテヰルト考ヘテ、

イ。 、

2) 仰臥佼＝於テシ、後壁ノ垂下，、程度カ叉ハヨーク設l!Jll:l:I＊ナイ程極度ヂアリ，従ツテ解剤接的大傍トと線

壊的大事警トノ、略々一致スルモノヂアル。タず充満胃＝於テノ Z後壁ノ垂下ハ強度ヂアツタ。

3) 後壁ノ垂下ノ、胃後ノ中央＝強タ，噴門＝近グク＝従ツテ額減シ，却ツテ反針ノ倹態卸チ後壁／；場上，

I狗壁ノ黍下ノ傾向ヲ示シタ。

4) 前壁ノ場Iソ、 ;r.－：テノ場合， λ ペテノ仰i伝ユ於テ立；／（f.ザレ，特＝附門部＝近イ官官分ハソノ程度強ク，

噴門＝近イ所γ、金ク無イ力，或，、却ツテ垂下ノ傾向ヲ採ルモノヂ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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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壁ノ場 lゾ、 iヨ内容ノ多寡，世豊佼ノ後化＝ョツテモ型量化少、~. t豆在性ノモノ戸アル0

6) 宵ノと続撃的小傍ハ腎ノ前壁＝依ツテ構成セラレテヰルト考へテョィ。

第4例八OとO，♀， 44歳。

第5例西O源ORJI, o, ？。

検奪結果三、上記8例ト金タ一致シタ（[iJ「見省略）。

考 察

開軸廻陣＝就テ（Fig.U-参照）

1615 

上記5例ノ；検査ニ依ツテ， 1E常骨＝於テハ前晴 ,I：象上或ハ垂下，後壁ノ垂下或ハ率 f::-_Jアル

コトガ解ツタ。

胃ヲ上部（胃宵寵部，噴門部），中部（同開部J，下部（胃賞部）ノ 3部ニ巨費jシテ精査スルト．

上部ヂハ後壁ガ小智側デ後右方カラ前方ニ廻樽シ，従ツテ前i壁ハ繭i方カラ左後方ニl廻碑シテ居

テ．従ツテ胃上部デハど線接的小智ハ後壁カラ．ど繰撃的大脅ハ部i壁カラ構成セラレテキル誇

デアル。

-－中部ハ上部トハ逆＝．高li~ ノ象上，後壁ノ j垂下ガ現レ，小智側デハ前壁ガ前カラ上後方ニ．

大智側デハ後壁ガ後カラ前下方＝廻陣シテ居rレ。コ 2コトカラ胃粘膜散髪像捻賓ノ際ニ，限界

敵襲ガ小智縦走敏裳ト混清シテ見エルノハ嘗然テーアル。

下部デハ中部ニ於ケルヨリモ更ニ強ク前壁ノ皐上ガアル。後壁ノ垂下ハャ、軽度デアルガi

金韓トシテノ組枠度ハ強度デアJレ。

以上Fど線畢的所見＝ヨリ正常肖ニハ生虫I！的ニ軸廻棉ノアルコトガ明カ＝ナツタ。

J軸廻時ノ欣態ハ患者＝相針シテi~fiチノ掛指ヲ内側トナシテ，右手ニ胃噴f明ヲ，日＝幽

門部ヲ握リ，手拭ヲ絞ル時ノ様＝附子ヲ外醜セシメタAA態デアル。

此ノ軸廻特度ハ立位＝於テ最モ強ク現レ，仰臥位ニナJレニ従ツテ弱ク，空腹時デハ仰臥位，

腹臥位デハ控滅的或ハ消失スルモノデアII-。而モ此ノ：廻輔f副司ハ肖内容ノ多寡＝ヨツテ大シ

タ影響ハ受ケ無イガ，内容ノ多イ税ソノ程度ハ制度トナルモノデアル。

・Chaoulハ胃ノ運動ノーツトシテ，軸廻陣ノタメノj、萄部ガ胃ノ後方ニ姐特シ，町t「’jヲ逗ザカル
L、 ー

ニ従ツテ共ノ程度ガ甚シクナFレト言ツテ居ルガ，大樺我々ノ成績ト一致スル。

Bergハ共ノ粘膜鍛袈像ヲ説明スルニ営ツテ．白Iii壁ノ散髪像ガ小智部継走散髪像ニ i立ルト主張

シテ居ルfJ_.，之等ハ我々ノ言フ商i壁ノ拳上ニ依ツテ容易ニ説明サレ得JレモノデアFレ。

His, Cumminghamハ，空虚叉ハ僅少ノ内容ヲ有スル胃デハ，大聾ガ前下方＝，小母ガ上後方ー

ニ姻輔スルト言ツテ居ルガ，我々ノ成績デハ空虚肖ノミデナク，充満胃デモ同様ニ且ツ強度＝

後壁ノ垂下ヲ立詮シタ。

｛芹シ是等3氏ノ説ハ何レモ間接的而jモ想像ヲ持ツテノl(jtlV1ヂアツテ，我々コゾハ之ヲ也接的

＝立読シタノデ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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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 我荷ハ成人正常胃ノ大智，ノj、腎及ピ前後．壁ヲ金属片デ標示シ，之ヲと級事的三ゴ検査スFレ

コトニ依リ，胃ノど線準的大，小管ハ解音I]感的ノソレト一致シナイコトヲ明白ニ立詮シタ。

2) 帥チ立位デハ胃下宇部ノl部I壁ハ基幹上九後壁ハ垂下シ，胃上宇部デハ此ノ闘係ガ逝デア

ツタ。

3) 此ノコトハ帥チ胃下宇部（目ノ下2/3）ヂハど線撃的小母ハ前壁， jζ線率的大暫ハ使壁＝

ヨツテ形ヅクラレテ居Fレコトヲ示シテ居ル。

4) 以上 Fコトカラ. 1E常胃ハソノ上宇部ハ胃軸ヲ中心午前方カラ左側下後方へ，下宇部ハ

前方カヲ右側上後方へ軸廻輔ヲシテ居Jレコトヲ明白ニ示シテ居ル。

5) 胃軸廻陣度ハ立位＝於テ最モ強ク現レ，仰臥位ニナルニ従ツテ軽減スルガ，胃内容ニ依

ツテハ斯yレ廻鞘傾向ハ大ナル影響ヲ受ケナイ。

此ノ研究ハ鳥潟，磁部雨量士授御在職中ノ Lクリ＝ツク， ＝－於テナサレ，昭和ll年度日本外科離合総合席上＝

於テ教室藤浪講師ノ宿題演設ノ一部トシテ逮ペラレタモノヂアル。 （青柳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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