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

第 26 卷 第 2 期
2017 年 2 月

doi:10.3978/j.issn.1005-6947.2017.02.021

Vol.26 No.2
Feb. 2017

·简要论著·

http://dx.doi.org/10.3978/j.issn.1005-6947.2017.02.021
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 2017, 26(2):255–258.

超声辅助下病变胆管区肝切除治疗区域性肝胆管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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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术中超声辅助下病变胆管区肝切除治疗区域性肝胆管结石的临床疗效。
方法：对 2012 年 10 月—2015 年 6 月间，将超声辅助下病变胆管区肝切除的 27 例区域性肝胆管结石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27 例患者中，男 16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46.4±8.3）岁。7 例有胆道手术史。结石分布于 S4
（2 例），S5（8 例），S6（10 例），S8（4 例），S5+S8（3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超声辅助下的病
变胆管区的肝切除。平均术中出血量为（336.3±94.3）mL，平均手术时间为（235.9±37.8）min，平
均住院时间为（12.5±2.4）d。5 例出现术后并发症，包括胆汁漏 2 例，切口感染 3 例。经残端胆管行
胆道探查 16 例中发生并发症 2 例；行胆总管切开探查者 11 例中发生并发症 3 例，两者并发症发生率
无统计学差异（P>0.05）。24 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3~36 个月，1 例发生肝外胆管结石，经 EST
治愈，其余患者无结石复发及临床症状。
结论：对于区域性肝胆管结石患者，可采用超声辅助下的病变胆管区肝切除，术中胆道探查应首选经
肝断面残端胆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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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管结石在临床中极为常见。当结石局限

腹痛27例，反复发热17例，黄疸2例。27例术前均

于一叶或者一个肝段时，进行肝叶或者肝段的切

行B超检查，5例行CT检查，14例行MRCP检查，

除无疑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5]

。为了彻底切除病

均诊断为肝内胆管结石，其中11例存在肝外胆管

变组织，同时尽可能方便手术操作，保障手术安

结石。肝内结石位于S4 2例，S5 8例，S6 10例，

全，笔者自2012年10月—2015年6月，对27例区域

S8 4例，S5+S8 3例。合并症包括：慢性支气管炎

性肝胆管结石患者，以术中超声作为辅助，实施

2例，高血压病5例，糖尿病8例。7例有胆道手术

了以病变胆管区域为目标的肝切除，报道如下。

史，包括：胆囊切除4例，胆囊切除及胆总管切开
取石3例。

1

资料与方法

1.2 手术方法
以右上腹反“L”切口入腹，首先离断肝周韧

1.1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27例，男16例，女11例；年龄

带，将肝脏充分游离。术中超声首先进行全肝扫

30~63岁，平均（46.4±8.3）岁。主要临床表现为

灶。以超声将结石以及扩张胆管分布的范围在肝

查，了解结石的分布情况，同时观察有无其它病
脏表面的投影观察清楚，在该投影区外约1 cm用
电刀标记出来，该标记线即为手术切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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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运用超声进行实时观察，一方面了解病变情

体随访率为88.9%。随访患者中，1例在术后17个月

况、确认切除范围是否足够，另一方面则了解切

出现胆总管结石，经EST治愈。

除路径上有无重要的脉管走行，必要时调整切除
方向。超声检查时间主要在肝血流开放期间，

3

讨

论

离断肝组织时有必要也可进行观察。肝切除完毕
后，以胆道镜进行胆道探查，其方式分为经残端

肝胆管结石的治疗方法较多，针对不同类型

胆管探查以及胆总管切开探查，经残端胆管探查

的结石，主要采取的治疗方法包括肝叶或者肝段

者不放置T型管，胆总管切开探查者放置T型管。

的切除，胆道切开取石，胆管狭窄纠正，肝实质

于肝断面及温氏孔处放置腹腔引流管1~2根。

切开取石，以及胆肠吻合乃至肝移植等。大量研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以
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

究 [6-14] 表明，进行肝切除可以彻底去除狭窄的病变

2

胆管，减少残石、结石复发以及潜在的胆管癌的
风险。随着人们对健康状态的重视以及医学影像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检验，P<0.05为差异有

技术的发展，临床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的肝

统计学意义。

内胆管结石患者。在这些患者中，结石往往只存
在于一个肝段的组织之中，进行规则肝切除无疑

2

结

果

是 较 为 理 想 的 手 术 方 式 [15-22]。 在 实 施 规 则 的 肝 切
除时，首先需要标记出所要切除的肝脏范围。结

2.1 手术结果
27例患者均治愈，平均住院时间（12.5±

扎Glisson蒂或进行选择性血管阻断后观察缺血线

2.4）d，平均手术时间（235.9±37.8）min，手术出

这些方法而言，前两者要在肝段水平实施，操作

血量（336.3±94.3）mL。术后7 d复查B超，27例

往往较为较费时，有时也较为困难；而且部分患

肝内均无残石。

者在进行血管阻断后缺血线的显示并不是十分清

2.2 胆道探查情况
所有患者均行胆道探查，其中16例经肝断

楚。相对而言，门静脉穿刺染色是明确肝段范围

面胆管残端以胆道镜进行探查（A组）；11例经

时，采取这种方法通常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

胆总管切开以胆道镜进行探查（B组）。两组年

然而对结石患者，该方法在应用过程中会面临一

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些问题。首先，由于结石及扩张胆管的影响，部

P> 0.05）（表1）。

分患者存在病变区域门静脉的缩窄，这类患者很

2.3 术后并发症
5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其中胆汁漏2例，

难采用穿刺染色的方法直接标记需要切除的肝脏

切口感染3例。其中A组（经肝断面胆管探查，

很大影响，这也给门静脉穿刺带来影响。

以 及 门 静 脉 穿 刺 染 色 是 目 前 最 常 用 的 方 法 [23]。 就

的 有 效 方 法 [23-24]。 对 肿 瘤 患 者 进 行 规 则 性 肝 切 除

区域。再者，结石对与它伴行的门静脉成像存在

不放置T型管）发生胆汁漏1例，切口感染1例；

在本组患者中，笔者利用结石以及扩张胆

B组（胆总管切开探查，放置T型管）发生胆汁漏

管形成的“天然界线”，用超声将其观察，并以

1例，切口感染2例；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

此作为基础标记出肝切除的范围。同时，为彻底

差异（ P> 0.05）（表1）。

清除病灶以及减小创伤，减少出血，术中用超声
实时进行观察，对一些重要脉管进行保护。通过

表1

不同方式胆道探查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
年龄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并发症
组别 n
( 岁，x±s) （min，x±s） （mL，x±s） （%）
A 组 16 45.6±11.0 233.8±44.5 324.4±101.0 12.5
B 组 11 47.5±8.8 239.0±27.0 353.6±85.4
27.3

该方法，27例患者均获得了较好疗效。笔者体
会到：⑴ 在标记肝切除范围这个环节上，由于
结石以及扩张胆管的成像极为清楚，用超声观察
病变胆管区域的肝脏表面投影，并以此为基础设
定肝切除的范围，操作上较为简单，容易实施。
⑵ 该方法有可能没将肝段进行完整切除，使部分

2.4 随访情况
24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36个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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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 2007, 16(2):110–113.

切除，就能够有效防止残石和结石复发。⑶ 以

[4] 魏敬妙, 李新省, 赵福霞, 等. 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

病变胆管区域的肝脏表面投影外1 cm作为肝切

石的临床分析[J].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13, 22(2):150–152.

除的范围，可以满足治疗需要，防止残石存在。
⑷ 术中超声实时观察在加强手术安全性上有较
大帮助，可以对重要脉管的位置、走行提前进行
观察和预判。对暴露在术野中的脉管结构，有时
难以判断其来源以及走行方向，此时的超声检查

doi:10.7659/j.issn.1005–6947.2013.02.005.
Wei JM, Li XS, Zhao FX, et al. Clinical analysis of partial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lithiasis[J]. 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
2013, 22(2):150–152. doi:10.7659/j.issn.1005–6947.2013.02.005.
[5] 余再斌, 李向国. 规则性肝段(叶)切除治疗肝内胆管结石并狭窄
26例的体会[J]. 肝胆外科杂志, 2011, 19(3):216–217. doi:10.3969/

则可将其辨清。这对防止损伤血管及胆管，尤其

j.issn.1006–4761.2011.03.022.

是 一 些 变 异 的 胆 管 ， 有 一 定 作 用 。 ⑸ 有 研 究 [25]显

Yu ZB, Li XG. Experience in 26 cases of regular segmental

示，对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即使术前没有发现

hepatic resection for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complicated with

肝外胆管结石，约有20%的患者术中在肝外胆管中

stenosis[J]. Journal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2011, 19(3):216–217.

可发现结石，因此对肝内胆管结石患者无论术前是

doi:10.3969/j.issn.1006–4761.2011.03.022.

否发现肝外胆管结石，在进行了肝切除之后，均应
进行胆道探查。本组患者胆道探查方式包括：⑴ 经
肝断面残端胆管行胆道镜检查（16例），检查完毕
后缝合残端，不放置胆道引流管。⑵ 胆总管切开
后胆道镜检查（11例），完毕后放置T型管。两组
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等
均无统计学差异，因此笔者认为在病变胆管组织

[6] 沈宗义, 叶世进, 徐杰明, 等. 规则性肝切除联合胆道镜治疗
肝内胆管结石43例[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0, 35(7):695–696.
doi:10.3969/j.issn.1000–2200.2010.07.018.
Shen ZY, Ye SJ, Xu JM, et al. Regular hepatotomy combined with
choledchoscope for hepatolithiasis:a report of 43 cases[J]. Journ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2010, 35(7):695–696. doi:10.3969/
j.issn.1000–2200.2010.07.018.
[7] 罗耀兵, 江建新, 潘耀振, 等. 三种手术方式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

切除之后，经残端胆管的胆道镜检查应当为胆道

的疗效比较[J]. 贵阳医学院学报, 2015, 40(6):619–622.

探查的首选的方法。

Luo YB, Jiang JX, Pan YZ, et al. Clinical Analysis of Partial Liver

综上所述，针对区域性的肝内胆管结石患

Resection Combined with Choledochoscope for Intrahepatic and

者，超声辅助下病变胆管区肝切除能够彻底清除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J]. Journal of Guiyang Medical

病灶，较好防止结石复发。

College, 2015, 40(6):619–622.
[8] 曹新历, 苏茂生, 张天锋. 肝切除术与胆道镜介入治疗肝内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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