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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胆囊管结石的诊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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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 中胆囊管结石的诊治策略。 方法:回顾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收治的 41 例行 LC 的胆囊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5 例(12. 2% ) 于术前确诊胆囊管结石,36

例(87. 8% ) 术中探查发现。 40 例(97. 6% ) 成功完成 LC,其中 1 例(2. 4% ) 因多次反复挤压取石并发胆总管结石,术后第 3 天
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内镜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1 例(2. 4% ) 因 Calot 三角粘连致密、解剖不清、无法分离、腔镜下缝
合不满意而中转开腹。 术后随访 1 个月 ~ 2 年,均未发生胆道狭窄及胆总管结石。 结论:术前 B 超、CT 检查较难发现胆囊管
结石,但 MRCP 检查可提示胆囊管结石。 术中仔细探查、警惕胆囊管结石的存在、灵活运用 LC 的处理技巧是腹腔镜胆囊管结
石手术成功的关键,择机中转开腹可减少不必要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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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cystic duct lithiasis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CHEN Jian-zhong1 , LIANG
Guang-cai2 ,CHENG Zheng-jun1 ,et al.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ulongpo District,Chongqing
400052,China;2.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95696 Army Hospital
【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cystic duct lithiasis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 LC) .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41 patients with cystic duct lithiasis treated by LC from Aug. 2014 to

Aug.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Of 41 cases of cystic duct lithiasis,5 cases (12. 2% ) were diagnosed before operation
and confirmed during operation,36 cases (87. 8% ) were detected during operation. 40 cases (97. 6% ) were treated successfully by
LC. The choledocholithiasis occurred in 1 case (2. 4% ) due to extrusion of the cystic duct repeatedly,and the ERCP+EST was success-

ful on the 3rd day after LC. 1 case (2. 4% ) was converted to open operation for the Calot triangle adhesion,the unclear anatomical

structure and the unsatisfactory laparoscopic suture. No biliary stricture or choledocholithiasis occurre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from

1 month to 2 years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s:It is difficult to detect the cystic duct lithiasis before surgery by the B ultrasound and CT,
but the cystic duct lithiasis could be detected by the MRCP. Careful explor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vigil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cystic
duct lithiasis,and flexible use of LC treatment skills are the keys to the success of laparoscopic cystic duct calculi surgery,and conversion to open surgery at the right time can reduce unnecessary complications.
【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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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

my,LC) 已得到广泛应用与普及

[1]

,但因腹腔镜操

作、影像检查的局限性及胆囊管解剖位置的特殊性、
变异性,术后结石残留或继发胆总管结石( common

bile duct lithiasis,CBDL) 等并发症时有发生,反复引
起症状者往往需要再次手术 [2-3] 。 这些原因导致患
者痛苦、经济负担加重,常诱发医疗纠纷,因此正确
诊断与处理胆囊管结石( cystic duct lithiasis,CDL)

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 问 题 [4-5] 。 2014 年 8 月 至 2017

年 8 月我院施行的 856 例 LC 中合并 41 例 CDL,发
生率 4. 8% ,现将其诊治策略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本组 41 例患者中男 31 例,女 10 例;27 ~
73 岁,平均(49. 2±10. 1) 岁。 均有右上腹疼痛,向右肩、右腰
背部放射 12 例(29. 3% ) ,5 例(12. 2% ) 伴发热(38. 1 ~ 39.
5℃ ) ,皮肤巩膜均无黄染,右上腹压痛 20 例(48. 8% ) ,反跳
痛、Murphy 征阳性 4 例(9. 8% ) 。 病程 1 ~ 21 年,平均(5. 1±
4. 2) 年,近期有急性胆囊炎表现 15 例(36. 6% ) ,合并高血
压 9 例、2 型糖尿病 8 例。 术前常规行肝胆 B 超检查,均提
示胆囊结石,其中 2 例诊断 CDL,提示胆总管增粗 3 例,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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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发或多发,肝内胆管、胆总管无结石。 23 例(56. 1% ) 患者

异、病理改变成为临床与手术关注的焦点。 胆囊管

氨酸转氨酶升高,6 例(14. 6% ) 胆红素及碱性磷酸酶升高。

结石也容易在此处停留引起 CDL [7] 。 CDL 可引起

白细胞>10×10 9 / L,10 例(24. 4% ) 患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
肝功异常、B 超诊断 CDL、胆总管增粗患者行 CT 或磁共振胰

胆 管 造 影 ( 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 检查,6 例行 CT 检查,1 例可疑;15 例行 MRCP,4 例
确诊。
1. 2

手术方法

常规采用 3 孔法置入腹腔镜及操作器械,

遇操作困难则增加 1 孔。 根据探查胆囊、Calot 三角情况,采
用以下方法处理:(1) 术前影像学考虑或术中发现胆囊管局
部结石梗阻迹象,于胆囊壶腹部夹闭胆囊管,剪开或切开胆
囊管,挤出结石或用吸引器吸出结石,重复操作,直至有清亮
胆汁溢出。 (2) 术中发现 CDL 松动,可先试用分离钳由胆囊

管、胆总管汇合部向胆囊侧挤捏结石,使之松动进入胆囊内。
如结石嵌顿挤捏失败,则 直 接 纵 行 切 开 胆 囊 管 取 出 结 石。
(3) 急性期胆囊充血水肿、壁增厚、增大、张力高,很难钳夹
牵拉的胆囊先行穿刺减压,钝锐性结合分离胆囊与周围组织
的粘连,解剖 Calot 三角显露胆囊管,可疑 CDL 者,于胆囊壶
腹部处钳夹一大号钛夹夹闭胆囊管,于胆囊管外侧横行剪开
取出结石。 根据胆汁情况判断远端有无梗阻,如果胆汁颜色
为白色、浑浊胆汁,或无胆汁流出,向远端胆囊管进一步解
剖,避免残留结石。 (4) 如 Calot 三角呈“ 冰冻样” 或“ 胼胝

样” 粘连,自胆囊后三角入路辨清胆囊壶腹部及胆囊管走行,
自胆囊壶腹部向胆囊管方向纵向切开取石。 如细致解剖仍
未辨清三管关系,则中转开腹,以避免胆管损伤

[6]

。 取尽结

石,直接用生物夹夹闭或打结关闭胆囊管残端,如胆囊管残
端偏短或纵向切开较长,则需缝合关闭胆囊管。 切除胆囊后

结

胆囊管完全或不完全梗阻,出现典型的胆绞痛 [8] ,
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患者,如
处理不及时,可引发胆囊坏疽穿孔或继发性 CBDL

等并发症,后果严重,建议尽早手术干预 [9] ,慢性发
展容易出现 CDL 伴萎缩性胆囊炎,增加 Calot 三角
解剖难度,极易导致胆道损伤。

3. 2

重视术前影像学检查

本组术前经 B 超诊断

CDL 仅 2 例,占 4. 9% 。 B 超检查对胆囊结石诊断
率较高,但对 CDL 的诊断率不高 [10] ,主要因胆囊管

解剖位置隐蔽、管腔较细及邻近肠道气体的干扰。
术前 MRCP 可提高 CDL 的诊断率,但不作为常规检
查 [11] ,而对于多发性胆囊结石、肝功能异常、合并急
性炎 症 等 可 疑 CDL 或 继 发 性 CBDL 患 者, 选 择

MRCP 或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对于明确诊断有较大

帮助,因结石与软组织密度差异不大,CT 价值较小。
本组对肝功异常、B 超诊断 CDL、胆总管增粗的 15

例患者行 MRCP,确诊 4 例,6 例行 CT 检查,1 例可
疑。 因此,术前 B 超多难以确诊,需多种检查相结
合。

3. 3

重视 CDL 的术中诊断

本组术中诊断 36 例

(87. 8% ) , 术 前 仅 诊 断 5 例 ( 12. 2% ) 。 研 究 显
示 [12-13] ,CDL 的术前诊断常有困难,判断结石停留
位置更困难,因此术中诊断更为重要。 首先应在思

可根据术中情况放置腹腔引流管。

2

螺旋瓣可阻止胆囊结石通过后进入胆总管,但同时

果

41 例中 5 例(12. 2% ) 术前确诊并于术中证实,

36 例(87. 8% ) 术中探查发现 CDL,其中 CDL 位于
近端 18 例、中段 8 例、远端 15 例。 CDL 嵌顿 11 例
(26. 8% ) ,坏疽性胆囊炎 6 例(14. 6% ) ,胆囊萎缩 3

例(7. 3% ) ,胆囊内引流出白色胆汁 4 例(9. 8% ) ,
胆囊管浑浊胆汁 12 例 (29. 3% ) 。 40 例 (97. 6% )

LC 成功,其中 1 例(2. 4% ) 多次反复挤压取石继发
CBDL,术后第 3 天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 内镜十

想上高度重视可能漏诊或残留 CDL;其次,规范操
作、减少并发症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14] 。 术中发现以
下情况应考虑 CDL:(1) 发现胆囊管增粗或胆囊管
出现不规则隆起; (2 ) 胆囊张力较高、 炎症 水 肿 严
重,行胆囊减压时,发现浑浊胆汁、脓性胆汁或白胆
汁;(3) 用血管钳轻轻挤压胆囊管触及坚硬感或异
物感;(4) 对于多发性胆囊结石、最近腹痛、发热、肝
功能异常、合并急性炎症等,胆囊管轻度增粗或不增
粗时,应警惕 CDL。

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取石成功。 1 例(2. 4% )

3. 4

缝合不满意而中转开腹。 术后 25 例(61. 0% ) 放置

放:胆囊张力较高、炎症水肿严重或操作不当时,对

因 Calot 三角粘连致密、解剖不清、无法分离、腔镜下
腹腔引流管,均于 1 ~ 2 d 拔管。 住院 3 ~ 5 d,平均
(4. 5±1. 3) d。 术后随访 1 个月 ~ 2 年,均未发生胆
道狭窄及 CBDL。

3

3. 1

讨

论

重视 CDL 的病因及临床特征

重视 CDL 术中个体化处理

术中应根据情况

灵活处理,避免结石残留或移位:(1) 胆囊管部分开
胆囊过度“ 牵拉” ,极易将胆囊内或胆囊管内的小结
石挤至胆囊管远端,甚至继发 CBDL,或胆囊管残留
过长发生术后结石残留。 有研究发现 CDL 后,用分

离钳自胆囊管远端试图强行将结石“ 挤回” 胆囊内,
胆囊管是连接

导致结石破碎使结石残留。 作者按文献报道的方

胆囊与胆总管的桥梁及胆汁流动的通道,其解剖变

法 [15] 并加以改进,避免了结石残留及胆管损伤。 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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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近胆囊壶腹部胆囊管后剪开部分胆囊管,用吸引

管的结石兼有取石作用。 对于结石过大嵌顿、粘连

器吸取或分离钳挤压胆总管,将结石吸出或借胆流

紧密钳夹取石困难时,可用硬镜联合钬激光碎石后

冲出。 如残端结石较大或嵌顿可纵行切开胆囊管取

取出,避免强行取石损伤胆囊 管。 Selvaggi 等 [19-20]

,应先行穿刺减压,避免胆囊内或

管;但我们认为胆道硬镜或输尿硬镜更微创,因其直

出结石。 (2) 预防继发或残留 CDL、继发 CBDL:对
于高张力胆囊

[16]

胆囊管内小结石移位,导致或残留 CDL、甚至继发
CBDL。 胆囊管近壶腹部结石、 中段结石处理较容

易,而近胆总管部或残留应小心处理,避免挤压胆囊
管。 可边挤压胆总管边用吸引器吸取胆囊管残端,
还可沿胆囊管方向进一步纵向切开至胆总管。 本组

4 例因靠近胆总管并嵌顿,纵行剖开胆囊管至近胆

总管处取出结石;1 例微切开部分胆总管,直接取出
结石,避免了过度挤压导致的相关并发症。 怀疑结
石残留时,我们与 van Dijk 等

[17]

的观点一致,术中

胆道造影值得商榷,因其可能将远端 CDL 推入胆总
管。 本组 1 例患者因多次反复挤压胆囊管导致继发
CBDL,术后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 内镜十二指肠
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取石。 术中规范操作,在确定闭

认为,胆道镜与造影均可能将远端 CDL 推入胆总
径约 3 mm,更灵活方便,不损伤胆囊管,完全可采
用。 本组 1 例患者因胆囊管低位汇合,全程游离胆
囊困难而采用胆道硬镜顺利取出结石,并经胆囊管
探查胆总管。 (4) 胆囊管残端的处理:最后再次确
认有无残余结石,根据胆囊管残端情况决定处理方
法,如炎症水肿、黏膜损伤重、切开处距胆总管不足

0. 5 cm 或胆总管微切开,夹闭困难或丝线结扎导致
胆管成角等情况,应缝合残端,注意缝针间距,最好
使用 4-0 或 6-0 可吸收薇乔线连续缝合,每针均应
在直视下进行,以免误缝胆管,打结松紧适宜并常规
放置引流。 因此,妥善处理胆囊管残端是腹腔镜下
处理 CDL 成功的关键。

总之,重视 CDL 的术中与术前诊断及胆囊管解

合胆囊管残端时,确认胆汁颜色正常、流出通畅,残

剖是避免术后胆石残留、医源性 CBDL 的关键;术中

应用:胆囊管增粗时有可能将细小结石或靠近胆总

腔镜胆囊管结石手术成功的关键,必要时应用胆道

留结石的机会较少。 (3) 术中胆道硬镜、钬激光的
管侧结石碎片挤入胆总管,有作者

[18]

提倡胆囊管直

径>0. 5 cm 时,可行胆道镜检查,对于不慎掉入胆总

仔细探查、警惕 CDL、灵活应用 LC 的处理技巧是腹
硬镜,以免结石残留,择机中转开腹是减少不必要并
发症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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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护理的腔镜手术对子宫内膜息肉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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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宫腔镜手术开始广泛应用于子宫内膜息肉的治

流沟通障碍;(2) 子宫内膜癌;(3) 入院前接受过相关治疗;

。 然而,

(4) 处于相同病房的患者。 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效果较差。 为促使患者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综合护理干预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11. 11% 。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

疗,具有疗效显著、创伤小、术后康复较快等优势

[1-2]

以往护理未能早期预估围手术期可能出现的情况,主动护理
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文分析了宫腔镜手术治疗子宫内
膜息肉的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旨在寻找最佳
护理措施。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宫腔

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息肉患者,30 ~ 55 岁,平均(40. 28 ±

我院伦理委员会已批准。 发生 7 例宫腔感染、3 例子宫穿孔,
(48. 82±10. 24) 分降至治疗后的(22. 58±6. 52) 分;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36. 68 ±8. 91) 分降至治疗后的(20. 50
±5. 77) 分。

2

2. 1

护

理

护理方案制定

采用围手术期综合护理进行干预,组

建以护士长为组长、5 名护理人员为组员的综合护理小组,每

3. 50) 岁;孕次 1 ~ 4 次,平均(2. 11 ±0. 60) 次;子宫内膜息肉

周五举办一次“ 头脑风暴” 活动,先由护理人员详细介绍前一

中及以上 29 例。 职业:公务员 29 例,工人 32 例,农民 18 例,

自由表达自己对于护理工作的遗漏及弥补措施,记录大家一

类型:单发 37 例,多发 53 例。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61 例,高

周的护理情况及突发情况,再由组长提出问题,组员思考后

自由职业者 11 例。 纳入标准 [3] :(1) 患者均经实验室检查确

致认可的优质新型护理措施并进行后期培训,形成综合性的

诊为子宫内膜息肉;(2) 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子宫内存在异常

围手术期护理方案。

回声;(3) 子宫异常出血,且久治不愈;(4) 年龄>20 岁;(5)

2. 2

临床病历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1) 合并精神系统疾病或交

护理方法

(1) 术前干预:护理人员向患者详细讲解疾

病及手术相关知识,做好指导、解释工作,同( 下转第 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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