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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意外发现早期胆囊癌的诊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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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昆明,650101)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 已广泛应用于胆囊良性疾病的外科治疗中,但由于胆囊癌

尤其早期胆囊癌的隐匿性,仍无法完全避免术中或术后意外发现胆囊癌,为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改善预后,需进一步规范诊断
及治疗过程的细节与注意事项,本文重点介绍近期意外发现早期胆囊癌的诊断方法及治疗进展,尤其 T1b 期、T2 期意外胆囊癌
的治疗手段及 LC 术中需注意的事项,包括手术规范化及标准化做出定义,根治性手术需严格按 TNM 分期进行,以提高意外
早期胆囊癌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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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癌是常见的胆道肿瘤,外科手术治疗为首选方法,

期胆囊癌具有隐匿性,LC 术中肉眼探查及对胆囊标本切开

而早期胆囊癌症状与体征不典型,临床诊断困难,与良性病

检查囊腔仍不能避免发现意外胆囊癌的尴尬局面 [7] 。 根据

变难以鉴别,80% 的患者以肿瘤晚期就诊,一般预后极差,根
据 2010 年第 7 版胆囊癌 TNM 分期指南

[1]

,将 T1a 期( 肿瘤侵

犯黏膜及黏膜下层) 、T1b 期( 肿瘤侵犯黏膜肌层) 定义为早期
胆囊癌。 术前诊断为良性胆囊病变而行胆囊切除术中或术
后意外发现的胆囊癌称为意外胆囊癌,Glauser 等 [2] 调查了

30 960 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C) 的患者,89 例确诊为胆囊癌,其中早期胆囊癌 27 例,发
生率为 0. 8‰。

1

胆囊癌的高危因素及病因

[3]

(1) 胆囊结石,尤其单发结石直径大于 3 cm;(2) 胆囊慢

性炎症,伴局部或点状钙化被认为是癌前病变;(3) 胆胰管汇
合异常;(4) 胆囊结石合并糖尿病;(5) 大于 50 岁,女性,肥
胖;(6) 有胆石症或胆囊癌家族史。

2

早期胆囊癌的诊断
早期胆囊癌症状与体征较不典型,肿瘤标记物时有提

示,但影像学检查仍是主要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为胆囊癌
筛查的常用方法,可表现为:息肉型、肿块型、厚壁型、弥漫
型 [4] 。 内镜超声可经十二指肠球部、降部直接扫描胆囊,明
确胆囊腔内乳头状高回声及低回声团块浸润深度、结构,肝

脏、胆道受侵犯的情况亦可了解 [4] 。 陈静 [5] 对比了 MRI 与 B
超对胆囊癌的早期诊断,认为 MRI 应用价值高于 B 超,如果
两者结合能更有效的提高诊断效率。 国外研究表明正电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对胆囊癌检出灵敏度高,可发现胆囊癌
早期病变,包括直径≤1. 0 cm 转移淋巴结、转移灶

[6]

价格昂贵,暂未广泛推广。

3

,由于其

治疗及预后
LC 已广泛应用于胆囊良性疾病的手术治疗,但由于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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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M 分期选择手术切除范围及术式目前得到一致认同,但对
于早期胆囊癌尤其 T1b 期行单纯胆囊切除抑或扩大胆囊切除
一直存有争议 [8] 。 (1) Tis 期、T1a 期( 肿瘤侵犯黏膜及黏膜下
层) 胆囊癌多为隐匿期,仅行 LC 治疗,无破损、切缘阴性,术
后 5 年生存率均达 100% ,无需行二次根治手术 [9] 。 术中做
到胆囊完整切除,无破溃,无胆汁溢出,使用标本袋取出胆
囊,单纯切除胆囊即达到根治效果,如二次手术可能形成转
移灶,无需行 Trocar 窦道切除 [10-11] 。 (2) T1b 期胆囊癌( 肿瘤
侵犯黏膜肌层) ,近年有报道为 T1b 期胆囊癌行腹腔镜手术的
研究,但多为回顾性分析,证据级别低,可靠性较低,仍为探
索性研究,胆囊癌根治术仍为首选。 因为 T1b 期已侵犯肌层,
而胆囊床侧胆囊无浆膜层,肿瘤细胞可通过静脉回流入肝,
T1b 期肿瘤肝床微转移范围不超过 16 mm,因此距胆囊床 2 cm
行肝脏楔形切除被认为是有必要的 [12] 。 LC 术中或术后意

外发现 T1b 期胆囊癌,行根治手术时同样应行淋巴清扫,T1b 期
胆囊癌首先累及的是胆囊三角淋巴结、沿胆总管分布的淋巴
结,转移率高达 15. 7% ,淋巴管浸润率为 18% [13] 。 中华医学
会外科学分会胆道组也于 2015 年给出胆囊癌根治术推荐方
法( 表 1) [3] ,国内有学者对比了 T1b 期胆囊癌单纯行 LC 与行
胆囊癌根治术的预后、复发,同样提示行包括淋巴清扫的胆
囊癌根治术是合理的 [14] 。 研究表明 [15] ,行胆囊癌根治术较

单纯胆 囊 切 除 术 的 患 者 5 年 生 存 率 可 由 40% 提 至 72% 。
(3) T2 期胆囊癌较 T1b 期胆囊癌治疗原则更为明确。 孙静锋
等 [16] 对于 T2 期胆囊癌单纯性切除与根治性切除的疗效进

行了 Meta 分析,结果表明后者术后 1、3、5 年疗效优于前者。
T2 期胆囊癌侵犯胆囊肌层周围结缔组织,未突破浆膜层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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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肝脏。 此期胆囊癌细胞经胆囊静脉回流入肝范围平均

( 表 1) [13] 。 (4) T3 及 T4 期的意外胆囊癌发生较少,经术前

形切除术不能达到 R0 切除,至少行 S4b+S5 段切除的根治术

至联合肝脏胆管的切除,以提高患者预后。

距胆囊床 2 ~ 5 cm,且至少有 1 个方向范围>4 cm,仅行肝楔
表1

基于 TNM 分期的胆囊癌根治性手术方式 [14]

TNM 分期

Tis 期或 T1a 期

根治性手术方式
单纯胆囊切除术

T1b 期

13a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阴性

胆囊癌根治术,胆囊连同肝楔形整块切除( 距胆囊床至少
2 cm) +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清扫(8 组、12 组)

13a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阳性

胆囊连同肝楔形整块切除( 距胆囊床至少 2 cm) +扩大淋巴
结清扫(8 组、9 组、12 组、13 组)

13a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阴性

胆囊连同肝 S4b+S5 整块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清扫

16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阳性

不推荐手术,行姑息治疗

侵犯肝脏>2 cm,16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阴性

胆囊连同右半肝或右三肝整块切除+扩大的淋巴结清扫

T2 期

13a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阳性
T3 期
侵犯肝脏<2 cm,16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阴性
侵犯肝脏相邻器官
T4 期

16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阳性

4

诊断多可发现。 手术治疗仍应遵循 R0 切除原则行根治术甚

16 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结果阴性
意外胆囊癌的术中诊断与处理
对于因良性疾病行 LC 的 患 者, 切 除 的 胆 囊 行 解 剖 探

胆囊连同肝 S4b+S5 整块切除+扩大的淋巴结清扫
胆囊连同肝 S4b+S5 整块切除+扩大的淋巴结清扫

胆囊连同右半肝或右三肝整块切除+扩大的淋巴结清扫+联
合受累脏器切除
不推荐手术,行姑息治疗
联合受累血管切除重建和( 或) 肝外脏器切除的扩大胆囊癌
根治术
Trocar 穿刺种植也是腹腔镜根治瓶颈的原因之一 [20] 。 但经
后期研究避免胆囊破裂及规范手术切除方法能有效避免上

查,如发现可疑病变应及时行术中冰冻病理检查,意外发现

述种植转移的可能,同时腹腔镜根治可更有效的清扫淋巴

与经验,需特别怀疑胆囊癌的情况包括:(1) 有慢性胆囊炎

6

胆囊癌应严格按分期进行相应手术根治 [17] 。 根据相关研究
或结石病史超过 10 年;(2) 术中或影像学检查提示胆囊萎
缩,胆囊壁局部增厚超过 4 mm 或胆囊壁广泛增厚,胆囊息
肉样病变超过 10 mm,胆囊壁钙化或瓷化胆囊等。 可一期手
术切除时应尽量避免二期手术

5

[18-19]

。

腹腔镜技术对意外胆囊癌的影响

较早期的研究认为,腹腔镜行胆囊癌根治术会发生“ 烟

囱效应” ,即腹腔内游离的恶性肿瘤细胞因气腹作用经穿刺
针或转换器转移种植至皮下、肌层、腹膜或其他脏器。 同时

结、提高患者预后 [21] 。
总

结

目前对胆囊癌的病因、诊断及治疗均较前有明显进展,

但意外胆囊癌的发生尤其早期胆囊癌在 LC 意外发现仍难

以完全避免。 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前应重视,必要时 LC

术中行冰冻病理切片,严格根据 TNM 分期选择手术方式。
文献报道,LC 术中用胆囊袋取出胆囊可减少意外胆囊癌在
腹膜及 Trocar 窦道的种植转移 [22] 。 只有诊治过程中全面
化、细致化、规范化才可提高患者意外发现早期胆囊癌的预
后质量及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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