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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管损伤３０例防治分析
许长松
［摘要］目的：总结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１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ｃ ｅｈｏｌｅｅｙｓｔｅｅｔｏｍｙ，ＬＣ）胆管损伤处理经验。方珐：回顾性分析３０例ＬＣ胆管损
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根据胆管损伤的部位、程度及发现的时问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结果：９例于术中及时发现并处理治
愈，术后发现２ｌ例胆管损伤，病死２例，１例死于胆漏、腹腔感染，另１例死于反复月Ｈ管炎、肝功能不全；其余均治愈。结论：Ｌｃ
手术过程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避免盲目或轻率的钳夹、电切、电凝是预防胆管损伤的关键，发现胆管损伤需行一期或二期手
术治疗。降低病死率。
［关键词】胆囊切除术ｉ腹腔镜术；胆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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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腔镜外科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腹腔镜胆囊

处理方法术中发现胆管损伤９例，其中部分

１．３

切除术（１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ｈｏｌｅｅｙｓｔｅｃｌｏｍｙ，ＬＣ）在基层医

损伤３例，及时中转开腹修复胆道，“Ｔ”管引流，恢

院亦呈普及性应用，其较开腹胆囊切除术具有很大

复良好。胆总管完全横断３例，行对端吻合，ｌ例术

的优势，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治疗胆囊良性病

后１周出现胆漏，术后２个月行肝门胆管空肠Ｒｏｕｘ·

变的金标准。但像开腹胆囊切除术一样，亦时有手

ｅｎ．Ｙ吻合；胆管部分缺损２例行肝门胆管空肠

术并发症，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亦非少见¨－３］２００３—

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恢复良好。术后出现胆漏９例，经

２００８年，我院共行ＬＣ ７６０例，发生胆管损伤３０例，

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ＥＲＣＰ）和（或）再手术证实

本文就其损伤的处理作一探讨。

为胆管损伤，行胆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５例术后
因反复胆管炎、黄疸，经ＥＲＣＰ检查证实吻合口狭

１资料与方法

窄，再次手术行肝门胆管成型与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

１．１一般资料本组男１２例，女１８例；年龄３１～

合。ｌ例在术后２周至１个月出现梗阻性黄疸，

６５岁。胆囊息肉３例，胆囊结石２７例（其中伴有急

ＥＲＣＰ及手术证实为钛夹钳夹闭肝总管，行肝门胆

性胆囊炎及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１ １例，亚急性胆囊

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后１—３个月迟发性胆

炎７例，萎缩性胆囊炎６例）。

管狭窄、梗阻性黄疸８例，经ＥＲＣＰ检查为肝总管明

１．２损伤时间和类型

根据术中发现和术后造影

·或再次手术时所见，胆总管和肝总管横断致胆管缺
。损２—３

ｃｍ

６例，肝总管部分１３例，钛夹钳夹闭肝

总管侧壁３例，ＬＣ术后１—３个月迟发性胆管狭
窄、梗阻性黄疸８例。

显狭窄，上段胆管扩张，行肝门胆管空肠Ｒｏｕｘ一－ｅｎ—Ｙ
吻合。
２结果

９例术中及时处理均治愈。２１例术后胆管损伤
者中，病死２例（１例死于胆漏、腹腔感染，另１例死

［牧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６－０９
［作者单位］安徽省大长市人民医院外科，２３９０００
［作者简介］许Ｋｆ：ｈ（１９６４一），男，副主任医师．

于反复胆管炎、肝功能不全），其余患者均治愈。

钳紧贴胆囊壶腹向下解剖，由表层至深层逐步分离，

３讨论

当解剖出胆囊颈或部分胆囊管时就可上钛夹切断。

ＬＣ致胆管损伤的处理根据胆管损伤的部

也可从胆囊后三角小心向前解剖出胆囊管。对部分

位、程度及发现的时间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术中发

粘连严重无间隙者，采用逆行剥离胆囊的方法，由胆

３．１

现胆管壁穿孔伤ｌ～２ ｍｍ者，可在腹腔镜下行穿孔

囊底开始紧贴胆囊壁逆行分离，当分离至胆囊哈氏

处缝合，然后置管引流，不必上Ｔ管支撑；也可不缝

袋与胆囊颈交界处时即可离断胆囊，将结石取出后

合而单纯行引流管引流。本组曾有ｌ例直接引流

近端用钛夹钳闭，并于小网膜孔放置引流管旧１。

１个月后痊愈，胆管壁穿孔伤较大者，于穿孔处将胆

（４）准确辨认肝外胆管和血管的正常解剖和变异，

管切开，然后置合适Ｔ管，术后４～６周拨除；胆管壁

当辨认有困难时可向胆囊侧分离胆囊管。（５）始终

撕裂伤，尽可能保留条状或片状组织的胆管壁，于胆

保持手术野的清晰，避免盲目电凝而损伤胆管。

管平面以上或以下切开胆管，放置合适Ｔ管支撑，

（６）正确处理特殊病变的胆囊管。（７）对Ｃａｌｏｔ三角

利用残存活组织修复，也可利用胆囊管残端修复，术

粘连严重、腹腔镜操作难度大者，适时主动中转开

后Ｔ管支撑６—１２个月Ｈ１；胆管横断伤者要行胆管

腹，可大大降低胆管损伤的并发症，保证手术安全。
［

修补、对端吻合，放长臂Ｔ管支撑引流；如损伤过大
者，行肝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后发现胆管损伤
者，如腹腔污染轻，可根据情况行一期修复；如腹腔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２］

污染较重者，可先行腹腔引流、近端胆管引流，待腹
腔感染控制后再行二期处理。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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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由池，高志清，刘正才，等．电热效应性胆管损伤的特点与处
郑树森，沈岩，黄东胜。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开展初期减少

２４ｌ一２４３．

严格选择手术适应证：对急性化脓、坏疽性胆囊炎、
［４］

张新，乇忠凯．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管损伤的防治分析

［５］

王琦，张训臣．腹腔镜且日囊切除术并发商位胆管损伤的防治

［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０８，５（６）：５３．

清者要主动中转开腹手术”Ｊ。（２）手术操作应在以
胆囊颈管为中心的相对安全区进行，而不要在三管

文

并发症发生的一些体会［Ｊ］．中华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２，８（４）：

ＬＣ致胆管损伤的预防（１）ＬＣ开展早期，应

瘘的胆囊炎等估计Ｃａｌｏｔ三角粘连严重、解剖关系不

考

理［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３５（２）：１６５．
［３］

胆囊颈结石嵌顿的萎缩性胆囊炎、与胃肠道形成内

参

［１］Ｂａｇｉａ ＪＳ。Ｎｏｒｔｈ Ｌ，Ｈｕｎｔ ＤＲ．Ｍｉｒｉｚｚ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

要点［Ｊ］．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４）：２９０－２９２．
［６］康林，闫长红．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管损伤４例分析［Ｊ］．中
国医药指南。２００７。５（１０）：１６９—１７０．

汇合部的危险区进行。（３）重视粘连严重的Ｃａｌｏｔ
三角的处理。应尽量避免使用电钩，可用钝性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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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
赵甫，赵天龙。王小东，张燕翔
［摘要］目的：探讨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方法：６０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７６例，随机分
为Ａ组４０例，ＩＺＩ服国产硝苯地平缓释片２０ ｍｇ／ｄ和依那普利５ ｍｇ／ｄ，Ｂ组３６例，ＩＺｌ服美托洛尔５０ ｍｇ／ｄ，联合氢氯噻嗪
２５

ｎｌｇ／ｄ，治疗６个月，比较治疗前后两组脉压的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治疗６个月后收缩压和脉压均明显减少（Ｐ＜

０．０１），Ａ组脉压降低幅度更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且严重不良反应少。结论：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
利较氢氯噻嗪和美托洛尔更能明显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脉压，不良反应轻，预示可降低靶器官的损害和减少心血管事件。
［关键词］高血压；硝苯地平；依那普利；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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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敏感，而且脉压较大，并发症多，给降压药物的选

临床上，常见老年高血压患者对降压药物治疗

普利联合使用，不仅能有效降低收缩压，而且能缩小
脉压，不良反应少。本文就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

择带来一定困难。我们选用硝苯地平缓释片与依那

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作一探讨。
１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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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一般资料

７６例受试者系２００７年９月至

２００８年３月我院门诊患者。男４２例，女３０例，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