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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结石 125例的外科治疗

刘会春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治疗方法对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的治疗价值。方法:回顾分析 125例肝内胆管结石手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 结合有关文献加以讨论。结果:围手术期死亡 2例, 病死率 1.6%。 6例明确有结石残留, 残石率 4.8%。 73例获随访, 14

例症状复发, 5例再入院行经皮下盲袢胆道镜取石 、扩张 、引流。 3例外引流者和 2例内引流而未留盲袢者接受了再手术, 仅 4

例行抗感染治疗。结论:解除梗阻 、去除病因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的主要方面,术中应视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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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therapyforhepatolithiasis:Areportof125 cases
LIUHui-chun

(DepartmentofHepatobiliarySurger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therapeuticeffectsofdifferentmethodsonhepatolithiasis.Methods:Theclinicaldataof125

patientswithhepatolithiasiswerereviewedand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Twocasesdiedatperiopration( 1.6% ) and6 cases

hadresidualstones( 4.8% ).Seventy-threecaseswerefollowedup.Fourteencasesreoccurred, 5casesweretreatedbychloedochoscopy

persubcutaneousblindloop, 3 casesreceivedreoperationand4 casesanti-infectiontherapy.Conclusions:Itisessentialtorelease

obstructionandremovefocusinthetreatmentofhepatolithiasis.Thepatternsofoperationshouldbechosenaccordingtodiffe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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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内胆管结石是指发生在左右肝管汇合部以上

的结石,我国相对发病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占全部胆

石症病例的 16.1%
[ 1]
。 1997年 1月 ～ 2004年1月,

我院共收住并经手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 125例次,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结合文献加以讨论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25例,男 41例,女 84例,年

龄 20 ～ 74岁 。急诊手术 18例, 择期手术 107例 。

胆囊切除 49例,胆管探查等手术史 1 ～ 3次,曾行肝

左外叶切除 3例, 胆肠吻合 5例, 胆管囊肿切除 、肝

门胆管空肠吻合 1例, 胆管囊肿空肠吻合术 1例 。

术前全部行 B超检查, CT检查 24例, MRI检查 12

例,经皮肝穿刺胆管造影 (percutaneous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PTC)检查 11例, 内镜下逆行性胰胆

管造影 (endoscopicretrograde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检查 7例 。左肝内胆管结石或伴狭窄 31例,

右肝内结石 19例, 尾状叶结石 2例, 双侧肝内结石

73例。其中 63例伴肝外胆管结石。

1.2　治疗方法　术式选择根据术前检查 、术中探查

和术中胆道镜检查或胆道造影情况而决定。应用日

本 OlympusCHF-P20或 CHF-P20Q型纤维胆道镜,

术中和 (或 )术后配合治疗。 76例初次手术者均同

时行胆囊切除术。 125例中行胆管切开取石 T管引

流术 32例;左外叶切除 30例, 左半肝切除 7例, 右

肝段切除 2例,右肝 Ⅶ 、Ⅷ段切除各 1例,右半肝切

除 4例, 左肝叶不规则切除 1例, 尾状叶切除 1例,

Ⅱ、Ⅲ、Ⅴ段联合切除 1例,经肝实质切开取石 2例,

肝脓肿切开引流 1例;其中 1例 29岁女性患者, 术

中证实左肝胆管癌变并侵犯胃窦, 同时行左半肝切

除 、胃癌根治 、胆管切开取石 、T管引流术;Ⅱ、Ⅲ、Ⅴ

段联合切除者,右前叶证实为胆管细胞性肝癌。有

肝脏手术的 49例中, 34例伴行胆管切开取石, T管

引流术, 11例同时行胆肠吻合术, 2例经原胆肠吻合

口切开取石 、吻合口扩大。单纯经原胆肠吻合口切

开取石 、整形 4例,行左右肝管或肝门部胆管切开成

型 、胆肠吻合 52例,其中皮下盲袢式胆管空肠 Roux-

en-Y吻合 25例, 19例明确仍有结石残留, 取合适 T

管, 修剪 、缝合成 Y型, 将其短臂置入左右肝管, 长

臂过吻合口,在桥袢空肠内潜行 10 cm左右于右侧

腹壁穿出 。胆管囊肿切除 1例。 72例行术中胆道

镜 、35例行术后胆道镜检查或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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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围手术期死亡 2例, 1例术中出血死亡, 1例术

后中毒性休克继发肝 、肾衰竭死亡, 手术病死率为

1.6%。术后残余结石 35例,经术后胆道镜治疗后,

6例明确有结石残留, 残石率 4.8%。仅 73例获得

随访, 14例症状复发, 5例再入院行经皮下盲袢胆道

镜取石 、扩张 、引流, 症状缓解 。 3例行外引流者和

2例内引流而未留盲袢者接受了再次手术 ( 3例在

外院 ), 4例仅于发作时在当地抗感染治疗 。 1例肝

胆管癌者术后 4个月死于全身衰竭, 1例 2年后因

胰腺癌死亡 。

3　讨论

　　肝内胆管结石在我国相对发病率有所下降,

1992年第二次全国调查,其相对发病率为4.7%
[ 2]
。

但在一些内地省份下降却不明显,在高发区,肝胆管

结石在结石性胆道疾病中发病率可达 80%以上
[ 3]

,

尤其手术后的残石率可高达30.36%
[ 4]
。因此,肝内

胆管结石的治疗仍然是胆道外科一项复杂而疑难的

课题。一般认为,理想的治疗应能 “取净结石, 解除

狭窄, 去除病灶, 通畅引流, 留有后路 ”。为达此目

的,手术方式的个体化设计和多种术式的联合使用,

是当前实施肝胆管结石手术的两大特点。

3.1　手术方式　

3.1.1　经肝外胆管切开取石, T管引流术　该手术

是肝内胆管结石的基本术式, 适用于:( 1)合并肝外

胆管结石 、肝内胆管结石较少易清除且无胆管狭窄
者;( 2)高龄耐受性差的患者;( 3)肝内胆管结石并

胆管炎行急诊手术的部分患者 。其优点是保存了胆

管下端括约肌的功能,缺点是残余结石发生率高,再

手术率高。本组中有 41例既往曾行 1 ～ 3次胆管切

开取石,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本组单纯使用该术式

32例,其中 12例为急诊手术 。术中胆道镜 19例,

术后胆道镜 16例, 1例因 T管脱落,结石残留, 1例

残留Ⅲ级以上肝管结石。 1例术后胆道镜证实括约

肌关闭不全,反复胆道感染, 1例 2年后结石复发,

在外院接受再次手术。而 T管脱落者入本院再次

手术。

3.1.2　肝胆管狭窄修复术　主要适用于左或右肝

管开口狭窄 、肝总管上端狭窄以及几种类型的复合 。

在处理结石的同时, 对肝胆管狭窄是否予以充分矫

正,是治疗成败的最主要原因, 约 80%的外科治疗

失败由此引起。而再次手术者中, 肝胆管狭窄的发

生率更高,并且与再手术次数呈正相关
[ 5]
。由于肝

胆管狭窄的病变较复杂,故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

当肝门部胆管有狭窄但肝内病灶 (包括肝内结石和

肝管狭窄 )已被彻底清除, 胆管下端括约肌功能良

好时,可采用胆管狭窄整形修复术 。目前较好的措

施为皮下通道型肝胆管成型术, 据报道可取得良好

的效果
[ 6]

, 但该术式的应用尚不够广泛。

临床上肝胆管狭窄解除后较常用的引流术式仍

是胆管空肠 Roux-en-Y吻合术。由于胆肠吻合术后

肠内容物的返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

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严格掌握胆肠吻合术的适应证。

肝外胆管的大段缺损和胆管下端括约肌功能丧失是

其绝对适应证,而后者不仅包括了狭窄性乳头炎,还

包括了括约肌失张 。肝胰壶腹括约肌失张在单纯肝

内胆管结石伴肝门胆管狭窄者似更多见
[ 7]

, 但在判

断上尚缺乏明确的标准, 笔者主要依靠术中胆道镜

的观察加以判断,所用的标准为:( 1)胆管下端开口

呈不规则型或横裂型;( 2)匀速注水时, 括约肌关闭

每分钟 <3次;( 3)镜下可见肠内容物反流 。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明确而

统一的判断标准。为了减少胆肠吻合术后的并发

症, 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1)胆肠吻合口以上必须再

无狭窄存在,否则势必会有症状复发;( 2)吻合口应

尽可能大;( 3)用 5-0或 6-0可吸收缝线, 黏膜对黏

膜, 单层间断缝合;( 4)胆肠吻合必须采用顺蠕动方

式;( 5)取 Treitz韧带下 20cm处横断空肠为宜;( 6)

桥袢空肠长 35 ～ 45 cm,以防空肠袢过长发生屈曲

而增加胆道压力;( 7)术中未能取净结石或病情相

对复杂者,年龄 <50岁者, 为便于后续治疗,推荐采

用皮下盲袢式胆管空肠 Roux-en-Y吻合术
[ 8]
。

本组共行胆肠吻合术 52例,术中胆道镜 36例,

皮下盲袢式胆肠吻合 25例, 19例置 Y管者术后经

Y管窦道取石。 15例取净结石, 4例结石残留, 2例

Y管脱落 。随访期间, 共 11例有胆管炎症状, 5例

有盲袢者,入院经盲袢胆道镜治疗, 症状缓解, 而未

留盲袢者 2例分别于本院及外院接受了再次手术,

4例发作时在当地抗感染治疗后缓解 。

3.1.3　肝段切除术　主要适应证:( 1)肝内胆管狭

窄和 (或 )合并囊性扩张;( 2)肝内胆管的多发结石

难以用其他方法清除;( 3)结石和狭窄致相应肝组

织明显纤维化;( 4)并发肝脓肿 、肝胆管外瘘 、胆管

支气管瘘;( 5)疑有肝内胆管癌变。

切除病变肝段以最大限度地清除含有结石 、狭

窄及扩张胆管的病灶,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最有效

的手段。自 20世纪 50年代末黄志强教授创用肝叶

切除治疗肝内胆管结石以来, 这一方法在海内外已

被广泛采用,并取得了优良的疗效 。随着影像诊断

技术及肝胆道外科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 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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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结石时的肝叶切除要求以肝段为单位作严格的规

则性切除
[ 9]

, 以完整切除病变胆管及所引流的肝脏

区域, 这是取得良好疗效的基本条件和关键。

对于早期局限性肝内胆管结石, 采用规则性肝

段切除以清除病灶可达到治愈的目的 。无论是针对

区域性肝内胆管结石时病变肝段或双侧型肝内胆管

结石时病变严重肝段, 肝脏切除不够, 遗留病灶,特

别是不易为手术纠正的 2 ～ 3级肝管狭窄,常是术后

症状复发的根源。本组 3例既往曾行肝左外叶切

除 、胆管探查术, 1例因右后叶结石, 2例因左内叶结

石再入院,考虑均因初次手术切除范围不够,以至症

状复发 。本组共施行不同部位的肝切除手术 45例,

虽然仍以左外叶切除居多, 但我们不仅开展了规则

的右半肝切除 、肝尾状叶切除, 而且施行了左外叶和

右前叶的联合肝段切除。应当认识到, 在大多数情

况下, 肝段切除是联合手术中重要而关键的一环,多

发性结石者附加各种引流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本

组术后 7例有结石残留,均经胆道镜取净。 2例围

手术期死亡, 1例死于右肝切除术中的大出血, 1例

系急诊手术后中毒性休克伴肝 、肾功能衰竭 。从有

限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中我们体会到:( 1)肝切除

术前 、术中必须准确判断肝胆管及肝脏病变的范围;

( 2)对左肝管的区域性结石, 规则的左半肝切除将

优于左外叶切除联合胆管空肠吻合术;( 3)规则的

右肝切除较其它疾病时的肝切除手术有更大的困

难,术者需有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 4)应尽可

能避免行急诊肝切除手术 。

3.1.4　肝移植术　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汁性肝硬

化且肝功能失代偿者, 唯一的治疗手段是全肝切除

和原位肝移植。目前, 仅见 3例报道
[ 10, 11]

, 肝移植

是治疗的最后手段,要严格掌握 。

3.2　胆道镜的应用价值　常规器械取石后,残余结

石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 可达 30% ～ 40%。术中胆

道镜的应用,可使残余结石率显著下降,但由于结石

部位 、胆管解剖因素的影响及时间的限制,尚不能达

到理想的境地 (如肝外胆管结石的残石率可降至

0.9% ～ 2.0%) 。笔者认为术中胆道镜的优点包

括:( 1)进一步明确胆道结石的分布情况以及胆管

狭窄情况;( 2)协助了解胆管下端出口方位 、形态,

了解括约肌功能情况, 避免盲目器械探查造成的胆

道和十二指肠乳头损伤;( 3)避免忽略可能并存的

胆道肿瘤;( 4)协助和指导取石 、扩张膜状狭窄 。可

见,术中胆道镜的应用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取石功能,

更主要的是可明确胆道系统的整体状况, 帮助术者

决定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 。

术后胆道镜取石是非手术治疗胆道残余结石的

一项重要手段,具有安全 、经济 、简便 、有效的特点。

任何术中留下的通道,如 T管窦道 、Y管窦道 、U管

窦道 、皮下通道 、皮下盲袢等均可作为取石的途径,

从而使结石清除率进一步提高
[ 12]
。有报道, 常规胆

道镜或经皮经肝胆道镜术可使胆管结石的残石率降

至 2.4% ～ 10.0%。可见联合使用纤维胆道镜对于

提高肝胆管结石的外科疗效具有重要的作用
[ 13]
。

3.3　处理原则　肝内胆管结石的处理应当系统化 、

个体化。术前应详细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 、目前的

主要症状和体征,选择 B超 、CT、MRI、磁共振胰胆管

造影 ( magneticresonance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 、ERCP、PTC等影像学检查, 尽可能明确结

石分布和胆管病变情况, 尽可能利用非手术方法控

制急性炎症,减少急诊手术。术中尽可能利用胆道

镜 、B超 、胆道造影等手段进一步明确患者的详细情

况, 然后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手术方

式。手术医师应有整体观念和长远观点,术中辅以

内镜造影等检查,强调做好第一次手术,并为后续治

疗提供条件。如此,或可使肝内胆管结石的治疗效

果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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