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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并发症的诊治及预防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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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开腹胆囊切除术相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具有切口小、疼痛轻、康复快等特点,现已成为治疗胆囊良性疾

病的“ 金标准” 。 尽管微创外科理念不断突破,腹腔镜器械不断更新,手术技术也日臻成熟,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仍是临床难题,需要医师的高度重视。 本文现就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相关并发症的诊治及预防措施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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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及近 10% 的胆石病发病率 [1] ,加

上除胆石病外的其他胆囊良性病变,初步预估我国每年接受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 的患者
高达百万之多,可想而知遭受其并发症困扰的患者并不在少
数,但具体到某一个医疗机构,临床上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又
较少,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术后并发症得不到及时诊断与治

疗,其形势不容乐观。 本文现就 LC 术后相关并发症的诊断、
治疗及预防作一综述。

1

胆道损伤
毛细胆管逐渐汇集终止于胆总管末端形成所谓的“ 胆道

树” ,是胆汁下行的唯一通路,因此胆道损伤往往引起严重后
果。 90% 以上的医源性胆道损伤发生于胆囊切除术 [2] 。 文
献报道,与开腹手术相比,LC 相关医源性胆道损伤发生率几
乎增加了两倍 [3] 。 具体数据为 0. 4% ~ 1. 3% [4-5] 。 经脐单
孔 LC 胆道损伤发生率甚至更高 [6-7] 。

1. 1

1. 1. 1

发生原因

解剖因素

1. 2

分型

胆道损伤一般以胆总管或肝总管横断最常见,

占总数的 61% ~ 77. 5% [12] 。 全面科学的分类方案对于精确
评估患者病情特征并合理治疗实属必要。 其中基于开腹胆

囊切除术提出的 Bismuth 分型 [13] 应用最早但缺陷同样明显。
此后衍生出的如 Strasberg 法、Larson 法、CUHK 分型法因侧重

点差异而各有优劣。 2012 年,欧洲内镜外科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ndoscopic surgery,EAES) 总结提出了 EAES 分
型方法 [14] 。 2013 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推
陈出新,将胆道损伤分为 3 型 4 类 [15] 。 Ⅰ型为胰十二指肠区

域胆管损伤,Ⅱ型为肝外胆管损伤,Ⅲ型为肝内胆管损伤;A
类为非裂伤类,B 类为裂伤,C 类为组织缺失,D 类为瘢痕性
狭窄。

1. 3

诊断

胆漏与胆道狭窄是胆道损伤的两种主要临床表

现。 胆道损伤往往会导致严重后果,部分患者甚至需行肝切
除术或肝移植。 Törnqvist 等 [16] 对 51 041 例 LC 术后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发现,胆道损伤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无胆道

胆总管、胆囊的解剖变异复杂多变。 包

损伤的患者。 与此同时,不容乐观的是临床上只有不到一半

伤的 常 见 原 因 之 一。 国 内 报 道 副 肝 管 出 现 率 为 5% ~

与延迟确诊型 [17] 。 术中诊断主要依靠术中发现胆汁渗漏、

括迷走胆管及 Luschka 胆管在内的副肝管的存在也是胆道损

10% [8] 。 副肝管与胆囊管、肝总管、胆总管、胆囊动脉毗邻关

的胆道损伤能被及时诊断 [15] 。 胆道损伤可分为术中确诊型
存在异常解剖结构抑或术中造影结果提示。 因此术者移除

系密切,变异颇多,一般分为三种类型:(1) 汇接于肝总管或

胆囊后仔细观察肝门、胆囊床部位及离体的胆囊标本是非常

胆总管;(2) 汇接于胆囊管;(3) 胆囊副肝管。 解剖学家章中

值得的。 术中及时发现胆道损伤、及时修复多能获得良好预

春等 [9] 以副肝管注入部位将其分为六型。

1. 1. 2

病理因素

胆囊三角区常因炎症充血水肿,组织松

脆,有时与周围组织粘连,解剖不清,术中容易造成胆道损
伤。 特殊情况如 Mirizzi 综合征或类 Mirizzi 综合征

[10]

更是使

得胆道损伤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1. 1. 3

后 [18-20] 。 此时是胆道损伤处理的最佳时间,也是修复后并发
症最少的时期,可显著减少住院费用及手术时间。 延迟确诊

型胆道损伤即所有未 能 在 初 始 LC 术 中 确 诊 的 胆 道 损 伤。
LC 术后出现的黄疸、腹水、腹膜炎、引流管引出胆汁等都应
警惕胆道损伤。 此时,影像学手段对了解胆道损伤类型及制

术者经验技巧、态度是手术成功的重要

定治疗方案具有极大价值。 文献表明 [15] ,胆道损伤的术后

佳等均会影响手术的成功。 术中器械带来的热电效应也是

忽略或错误解释所致。 这也要求手术团队对患者术后的任

手术因素

因素之一 [11] 。 经验不足、防范意识不强、操作不当、麻醉不
胆道损伤的潜在致伤因素。
1通讯作者:马艳波,E-mail:296449920@

诊断多集中于 1 ~ 2 周,推测这可能与临床表现、症状被医师
何主诉都应足够重视,对胆道损伤的预期应是低阈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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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恢复过程中患者有异常,都应高度考虑 LC 相关胆道损伤。

其他脏器 [31] 。 对于术后出现腹膜炎症状及体征的患者,需

内镜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B 超、CT, 甚 至 内 镜 逆 行 胰 胆 管 造 影 ( endoscopic retrograde

的手段。 延迟确诊型胆道损伤患者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术

相较经皮肝穿刺胆管造影,ERCP 更应被推荐应用于胆漏的

1. 4

治疗

针对胆管狭窄的病例,主要微创治疗方案包括

EST) 、球囊扩张及支架置入。 但外科手术仍是疗效最为确切
前准备。 胆道损伤范围的明确、胆漏的控制、全身或局部感
染的处理、胆道狭窄梗阻的解除是关键。 大量研究表明,确
定性修复手术的疗效主要与损伤类型、术者经验、手术时机
与方式相关

[13,21]

,但目前此领域争议重重。 有学者认为,早

高度怀疑胆漏,即使引流管无阳性表现,仍需及时完善腹部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 等相关检查。 有学者认为,
诊治过程 [32] 。 微创技术对单纯胆漏的治疗效果与优越性已
得到公认。 临床常用的手段有内镜鼻胆管引流、EST、支架置
入等。 其目的在于:(1) 降低 Oddi 括约肌压力,促进胆汁通
畅引流,使瘘口愈合;(2) 堵塞胆漏部位。 非主要胆道损伤导

期修复能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21] ;而 Strasberg 与 Bismuth

致的胆漏且量不大时,术中留置的引流管或经皮肝穿刺胆道

一例胆道损伤的修复都应结合患者全身情况、胆道损伤类

明确胆漏部位,充分引流,促进胆漏愈合,治疗效果确切 [33] 。

。 但无论如何,每

引流置管减压引流具有较好效果。 内镜鼻胆管引流可初步

型、手术医师等各方面因素制定合理的确定性治疗方案。 其

如果胆漏情况比较严重,腹膜炎体征明显,胆汁引流量较多,

都主张在一定的准备工作后延迟修复

[22]

修复方案具体依据损伤类型及程度而定:(1) 胆管原位修补
术:适于创伤小且预估预后好的患者。 (2) 胆道对端吻合术:

可考虑腹腔镜探查或剖腹探查,明确胆漏原因并修复。
术前对患者情况的综合评估分析、手术思路的设计、对

有助于防止胆道逆行性感染,但其后期发生胆管狭窄的几率

可能出现情况的预测及应对方案的考量有助于手术顺利、安

非常高,或许与术者无意间将胆道重建在有缺血性改变的胆

全的进行。 术中应做好术区的合理解剖及辨认,尤其避免出

。 (3) 胆管空肠吻合术:胆管空肠 Roux-en-Y 吻

现胆囊管的误判误认。 有助于辨认管道的技术手段包括:

括约肌,空肠肠襻蠕动的减弱及细菌的过度繁殖使患者常出

分游离有助于判断胆囊管及其走行,从而明确三管间关系,

管上有关

[23]

合是最常用的术式,术中改变了生理解剖结构,弃用了 Oddi

(1) 胆囊壶腹及胆囊管骨骼化技术:胆囊壶腹周围组织的充

现消化道症状,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胆道感染、腹腔感染、结

减少误伤;(2) Critical View 技术:强调追踪胆囊管近侧去向,

石形成、胃肠道功能紊乱导致的十二指肠溃疡等问题。 而长
期反复发作的胆管炎与远期胆管癌的发生有关联

[24]

。 基于

此,一些保留 Oddi 括约肌功能或加用抗反流手段的胆道重
建手术更值得推崇与青睐,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抗反流装置
会失效

[25]

。 (4) 胆管十二指肠吻合术:此术式现已被弃用。

到达胆囊床则可反证实胆囊管的真实性;(3) Rouviere 沟导
航技术:也称胆囊替代定位点法,沿 Rouviere 沟做延长线,以
上区域即为安全术区 [34] 。 但应注意个体差异会导致此沟的
位置及外形发生变化。 难以准确辨别时,术中超声的应用往
往会使术者豁然开朗。 当前,术中胆道造影能否阻止胆道损

(5) 胆道替代物修复术:应用自体生物材料或人工高分子材

伤的发生仍存有争议。 必要时,逆行切除胆囊或果断中转开

(6) 肝移植术。 胆道重建后,T 管等支撑管能起到引流减压、

3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发展,胆道重建手术是否需留置胆道支

胆囊床肝创面渗血或损伤邻近脏器所致。 其临床表现依据

撑管存在争议。 引流管带来的感染风险、水电解质紊乱甚至

出血原因、出血量而不同,可通过 B 超、CT、腹腔穿刺、选择性

料解决胆 道 损 伤 的 问 题, 具 有 巨 大 的 临 床 应 用 潜 力

[26-27]

。

支撑的作用,并可用于日后造影检查、取石操作 [24] 。 但随着

消化道内瘘等并发症,与收益相比孰轻孰重引发广泛讨论。

腹未必不是好的选择。
出

血

LC 术后出血多由于结扎夹脱落、胆囊动脉烧闭不完全、

肝动脉造影等判断出血速度与出血量,从而进一步决定是否

在肝移植领域,多名学者报道留置 T 管会使胆道并发症发生

再次手术治疗。 出血的预防关键是规范解剖操作、妥善处理

引流管需要综合考虑胆道局部及患者全身情况,而并非必需

4

率增高,并增加了住院时间及费用 [28-30] 。 术中是否留置支撑
环节。
2

胆

漏

胆道与血管 [35] 。

道

胆囊结石残留或复发
结石残留分 三 种 情 况: ( 1 ) 胆 总 管 结 石 残 留。 文 献 报

[36]

,胆总管残留结石发生率约为 0. 7% ,且近年有上升趋

LC 术后胆漏可能来源于胆道损伤、胆囊床的小胆管渗

势。 主要原因有术前漏诊或术中将胆囊管结石挤入胆总管。

漏或胆囊管的钛夹脱落等。 其发生多与解剖变异、炎症粘

医疗团队对于有肝功能异常、胆道扩张、胰腺炎病史等患者

连、术者操作不当等因素有关。 术中切除胆囊冲洗胆囊床后

应高度警惕胆总管结石的可能,掌握好胆道探查指征,可行

用纱布条按压胆囊床,查看有无胆汁沾染,同时仔细检查胆

术中胆道内镜或造影检查,以减少或杜绝胆总管结石残留的

囊标本、胆囊管残端、肝总管、胆总管,有助于发现胆漏。 同

发生 [37] 。 明确诊断后可通过 ERCP 或 EST 取石,必要时可

样,放置引流管对早期诊断胆漏也非常重要。 以下情况应常
规放置引流:(1) 胆囊破裂,大量胆汁或胆石、胆泥流入腹腔;

考虑开腹或腹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术。 (2) 胆囊管结石残
留。 胆囊管较长,结石位于胆囊管与胆总管交界处或胆囊管

(2) 术中胆囊床渗血较多,止血不甚满意;(3) 胆囊管过短或

游离不充分都会遗漏胆囊管内小结石。 胆囊管残留过长,细

过粗,结扎夹夹闭胆囊管残端困难;(4) 萎缩性胆囊炎,胆囊

长的盲端仍具有分泌与吸收功能,构成了胆囊管结石复发的

床剥离过深或胆囊三角解剖困难;(5) 术中可疑灼伤胆管或

生理基础 [38] 。 这就要求术中术者在不损失胆管的前提下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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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气腹;(4) 拔出 Trocar 前缓慢放出腹腔气体,拔除后检查
有无组织脱出 [42] 。

口取出。 (3) 腹腔结石残留。 术中胆囊破裂时结石可能坠入

6

时应提拉胆囊至一定张力,掌握好胆囊壁的层次,尽量保证

原因有分离粘连时层次不清、意外挫伤与热力伤、建立气腹

胆囊的完整性。 对于部分急性胆囊炎患者,手术困难,需切

穿刺损伤等,一旦诊断明确应行清创、引流、修补、切除等处

开胆囊壁或行胆囊部分切除术时,一定吸尽腹腔内流出的胆

理。

腹腔引发消化道内瘘或腹腔脓肿等并发症。 因此,游离胆囊

汁,耐心地将所见结石全部取出。 此外,胆道损伤后狭窄也
是胆道结石复发的因素之一。

7

相邻脏器损伤

LC 术中胃肠道损伤的发生率远低于其他并发症。 主要

气腹相关并发症
(1) 建立气腹时穿刺导致内脏损伤。 包括损伤腹主动

总之,结石的残留与复发诊断并不困难,结石几乎无自

脉、下腔静脉等大血管导致的严重出血及损伤胃肠道。 建立

排可能,针对其治疗还是应以手术为主,并应以开腹手术为

气腹时术者需充分提起腹壁,控制进针深度,必要时可采用

首选

5

[39]

。

切口疝

5. 1

易患因素

(1) 切口大小:所用 Trocar 直径直接影响切

口疝的发 生 率, 随 着 切 口 的 增 大, 发 生 疝 的 风 险 也 随 之 增
加 [40] 。 (2) 切口部位:脐周切口较剑突下切口发生率高,而
左右侧腹壁较低。 (3) 烟囱效应

[41]

:手术结束后放出腹腔内

气体时,压力梯度的存在会使得肠管或网膜随气体由切口处
溢出,未能及时发现而关闭切口则可能形成切口疝。 烟囱效
应被发现甚至与肿瘤的种植转移有关。 (4) 肥胖:肥胖患者
腹壁脂肪厚,缝合关闭小切口难度较大,术后切口感染、脂肪
液化的几率也稍高,腹壁肌肉也较非肥胖者薄弱,均与切口
疝的发生有关。 其临床表现与疝出物、部位、是否嵌顿有关。

5. 2

预防措施

开放法建立气腹。 (2) 皮下气肿。 轻度皮下气肿无需特殊处
理,严重时可对呼吸及心血管系统产生明显影响,需做小切
口驱除。 (3) 气胸。 较少见,常因损伤膈肌或麻醉插管损伤
支气管等引起。 (4) 术后高碳酸血症、酸中毒。 与气腹压力
过高、CO2 弥散入血、手术时间过长、膈肌上移肺膨胀受限致
使通气 / 血流比例失调有关。 (5) 术后肩背部疼痛。 具体原
因可能是:高浓度 CO2 吸收、膈肌受刺激紧张或痉挛、前列腺
素合成增加 [42-43] 。 在快速康复外科背景下,术后疼痛更是受
到关注,因此张东等主张联合应用镇痛药物或方法改善症
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44] 。

综上所述,外科医师应在思想上重视 LC,深刻认识到并

发症发生的频繁性及具有潜在威胁患者生命安全风险的恶

诊断明确后,原则上应行疝回纳及修补术,

劣后果;积极提高解剖认识水准,提升手术操作水平,术前充

视情况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 切口疝的预防措施主要有:

分评估手术风险,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术中端正态度,精细

(1) 分层关闭切口;(2) 采用对腹壁组织损伤最小的钝头圆
锥形 Trocar,可降低切口疝发生率;(3) 改变穿刺入路:尽量
避免腹直肌前后鞘缺损区域的直接相对,可采取旁正中入路

操作,真正做到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而不是看到自己所愿意
相信的。 防患于未然,才能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体现真
正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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