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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疗性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

超高龄胆胰病病人的临床特征分析

顾摇 林,郑海伦,赵摇 睿,燕善军

[摘要]目的:探讨 80 岁及以上的超高龄胆胰病病人行治疗性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的临床特征、安全性及临床

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行 ERCP 诊疗的 387 例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病人年龄分为超高龄组(逸80 岁)及非高龄组( < 80
岁),分析 2 组病人的临床特征及并发症特点。 结果:超高龄组 193 例,平均年龄(84. 20 依 3. 40)岁;非高龄组 194 例,平均年龄

(60. 10 依 13. 52)岁。 与非高龄组比较,超高龄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等比例更高,
超高龄组病人中恶性梗阻性黄疸的比例更高,在手术方法上进行支架植入或更换的比例亦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超高龄病人中,术后并发出血病人原发疾病为恶性梗阻性黄疸率,以及合并高血压率、冠心病率、十二指肠

乳头旁憩室率均高于非出血病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结论:超高龄胆胰病病人合并症较多,但行 ERCP
治疗仍安全、有效,可作为其临床治疗的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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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olangiopancreatosis treated
with therapeutic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GU Lin,ZHENG Hai鄄lun,ZHAO Rui,YAN Shan鄄ju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safety and clinical value of therapeutic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 in supe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olangiopancreatosis aged 80 years or above.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387 patients treated with ERC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忆 age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lderly group(逸80 years) and non鄄elderly group( < 80 years),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lications i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re were 193 patients in the elderly group,and the average age of which was
(84. 20 依 3. 40) years old. There were 194 patients in the non鄄elderly group,and the average age of which was (60. 10 依 13. 52) years
old.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diabetes,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erebrovascular
disease,duodenal parapillary diverticulum,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and stent implantation or replacement in the surgical method
in elderl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鄄elderly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Among the super elderly pateints,the primary
disease for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rate,and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and duodenal
parapillary diverticulum rates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bleeding were higher tahn those in patients without postoperative bleeding(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Supe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olangiopancreatosis have many complications,but ERCP is still safe
and effective,and can be us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super elderly;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摇 摇 目前高龄老年病人特别是逸80 岁的超高龄病

人在住院就诊者中的比例日益增加,老年性的胆胰

系统疾病,发病率也逐年增加。 由于传统开腹式手

术创伤较大,而超高龄老年病人往往伴有一种或多

种基础疾病,心肺功能较差,往往难以耐受外科手

术,且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比例相对较高。 内镜下

逆 行 性 胰 胆 管 造 影 术 (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是目前针对胆胰系

统疾病常用的微创治疗手段之一,ERCP 术不仅损

伤小,病人耐受性高,术后恢复亦较快,故在超高龄

胆胰疾病病人中,逐步成为治疗首选方法[1 - 2]。 本

研究对我院行治疗性 ERCP 术的超高龄老年病人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病人的临床特

征、治疗结果及并发症的特点。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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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

我院收治的行 ERCP 治疗的胆胰病病人,根据病人

年龄,以 80 岁为界,分为超高龄组(逸80 岁)和非高

龄组( < 80 岁)。 所有病人术前均完善心电图、血常

规、生化常规、凝血指标等相关检查,手术指征明确,
排除禁忌证,病人及家属术前均签署授权委托书、手
术知情同意书,知情并同意后择期或急诊行 ERCP
手术。 如有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凝药物者,
术前需停药 1 周。 病例纳入标准:术前影像学检查

如腹部 CT、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检查等,明
确有治疗性 ERCP 手术的指征;排除标准:严重心肺

功能不全,严重凝血功能障等具有明显手术禁忌证

不能耐受手术者。
1. 2摇 手术方法摇 治疗前由手术者与病人家属沟通

病情,充分谈话。 操作者明确术前诊断,严格把握禁

忌证,ERCP 操作均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生完成。
术前所有病人均予以相应镇静及镇痛药物应用。 操

作者充分考虑病人病情,根据病情及手术当时全身

状况,采取相应的 ERCP 治疗措施。 如需行急诊

ERCP 病人,术前应充分补液、抗感染等,积极维持

病人水电解质的平衡及循环的稳定。 病人术中行标

准辐射防护,监测病人生命体征,如血氧饱和度、心
率、血压等。 术中病人左侧卧位,术前常规肌注山莨

菪碱 10 mg、地西泮 10 mg、盐酸哌替啶 50 mg。 十二

指肠镜插入至十二指肠乳头处,根据不同的疾病及

十二指肠乳头处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手术治疗,
主要手术方法包括: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肌切开术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EST)、机械碎石术、球囊

探查术、支架植入术、经内镜球囊扩张术(endoscopic
papillary balloon dilation,EPBD)、经内镜鼻胆管引流

(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ENBD)等。 术后常

规予以禁食、护胃、补液及必要时抗感染等处理。 监

测病人术后 3、24 h 血淀粉酶水平变化,观察病人术

后鼻胆管的引流情况、腹部体征变化、并发症等

情况。
1. 3摇 术后并发症鉴定标准摇 (1)ERCP 术后胰腺炎

(post鄄ERCP pancreatitis,PEP):淤上腹部疼痛,持续

性、急性发作;于术后的血淀粉酶水平高于正常上限

的 3 倍及以上;盂影像学如 CT 或 MRI 等提示胰腺

炎表现。 满足上述 3 个条件中的任意 2 个,即可诊

断 PEP。 (2)高淀粉酶血症:血淀粉酶水平在术后

2 ~ 24 h 左右高于正常上限的 3 倍,且无明显腹痛等

临床表现则定义为高淀粉酶血症。 (2)感染:病人

出现发热,伴有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升高,可伴或

不伴有腹痛。 (3)出血:术后出现呕血或者黑便等

出血表现,血红蛋白下降或者需要输血以支持治疗。
(4)穿孔:腹部立位平片等 X 线影像学检查提示穿

孔征象,病人可有腹痛、发热等表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一般情况摇 本研究共纳入病人 387 例,其中超

高龄组 193 例,男 100 例,女 93 例,年龄 80 ~ 94 岁;
共完成 206 例次 ERCP 诊治操作,其中有 13 例病人

进行了 2 次 ERCP 操作。 非高龄组 194 例,男 98
例,女 96 例,年龄 13 ~ 79 岁;共完成 203 例次 ERCP
诊治操作,其中有 9 例病人进行了 2 次 ERCP 操作。
2 组病人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病人原发疾病比较,超高龄组恶性梗阻性黄疸

患病率高于非高龄组,胆总管结石和其他疾病患病

率低于非高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在合并症方面,超高龄组合并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十二指肠乳头

旁憩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均明显高于非

高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但在合并心律失常及肝硬化方面,2 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的比较(n)

分组 n 年龄(x 依 s) / 岁 男 女
原发疾病

胆总管结石摇 恶性梗阻性黄疸摇 急性胆管炎摇 胆管良性狭窄摇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摇 其他摇

超高龄组 193 83. 67 依 3. 45 100 93 71 85 20 6 5 7

非高龄组 194 60. 10 依 13. 52 98 96 107 60 16 8 6 25

字2 — 19. 05* 0. 65 13. 11 7. 08 0. 51 0. 29 0. 09 10. 94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t 值;其他疾病包括 Oddi 括约肌功能障碍、Mirrizzi 综合征、胰腺黏液性囊腺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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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 组病人合并症情况(n)

分组 n 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心律

失常

脑血管

疾病

乳头旁

憩室
COPD 肝硬化

超高龄组 193 94 38 18 9 27 85 32 2

非高龄组 194 49 14 32 5 14 42 5 3

字2 — 22. 77 12. 91 4. 41 1. 20 4. 67 21. 95 21. 88 0. 00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2. 2摇 手术情况摇 超高龄组中手术插管失败 15 例,
成功 191 例,ERCP 成功率 92. 72% ;14 例行急诊

ERCP 治疗,其余为择期手术。 非高龄组中手术插

管失败 15 例,成功 188 例,ERCP 成功率 92. 61% ;9
例行急诊 ERCP 治疗,其余为择期手术。 2 组手术

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手术

方式进行比较,超高龄组病人的支架植入或更换术

率高于非高龄组,而胆管结石内镜取石率低于非高

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在 ERCP
手术过程中,对于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的处理方式

上,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手术情况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手术方式

摇 取石 /碎石术摇 摇 ENBD摇 摇 支架植入 /更换术摇
支架植入指征

摇 结石摇 摇 恶性狭窄摇 摇 良性狭窄摇
十二指肠乳头处理

摇 EST摇 摇 摇 EPBD摇 摇 EST + EPBD 摇 摇 其他摇

超高龄组 193 摇 摇 69(35. 8) 39(20. 2) 83(43. 0)摇 23(11. 9)摇 54(28. 0)摇 6(3. 1)摇 26(13. 5) 63(32. 6) 97(50. 3) 7(3. 7)

非高龄组 194 100(51. 5) 30(15. 5) 58(29. 9) 6(3. 1) 48(24. 7) 4(2. 1) 32(16. 5) 53(27. 3) 99(51. 0) 10(5. 2)

字2 — 9. 79 1. 48 7. 16 10. 87 0. 53 0. 11 0. 69 1. 30 0. 02 0. 54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注:其他指从瘘口处插管进入十二指肠指肠,或通过乳头开窗术等方式插管进入十二指肠等。

2. 3摇 术后并发症摇 2 组病人术后并发 PEP、高淀粉

酶血症以及感染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超高龄组术后出血的发生率高于非高

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见表 4)。 超

高龄组中,1 例胆总管结石病人经治疗后症状好转,
但在后期治疗过程中,心肌缺血并发心室颤动,经积

极治疗无效后死亡;1 例病人出现脑血管事件,经对

症治疗后,症状好转出院。 非高龄组中,1 例病人术

后出现室性期前收缩,经治疗后,好转出院;1 例恶

性梗阻性黄疸病人在 ERCP 术后,胆红素水平下降

理想,但后期逐步因肿瘤晚期恶病质出现多脏器功

能衰竭而最终死亡。 2 组病人手术中及术后均无穿

孔发生。 其余病人并发症程度均较轻,经对症治疗

后均较快缓解。

表 4摇 2 组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高淀粉酶血症 PEP 出血 感染

超高龄组 193 29(15. 0) 5(2. 6) 14(7. 3) 15(7. 8)

非高龄组 194 31(16. 0) 7(3. 6) 3(1. 5) 11(5. 7)

合计 387 60(15. 5) 12(3. 1) 17(4. 4) 26(6. 7)

字2 — 0. 07 0. 33 7. 50 0. 68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2. 4摇 超高龄组术后出血危险因素分析摇 对超高龄

组术后并发出血的发生率增加情况进一步分析,将
超高龄组分为出血组及未出血组。 结果发现,出血

组原发疾病为恶性梗阻性黄疸率,以及合并高血压

率、冠心病率、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率均高于非出血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见
表 5)。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平均寿命较前有所

延长,高龄病人也逐渐增加。 高龄病人往往合并有

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系统疾病,特别是超高龄老年病

人(逸80 岁)更是因多系统功能下降,往往难以耐受

外科手术和麻醉的风险。 ERCP 作为一种微创的侵

入性治疗手段,在胆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有着重

要的价值[3]。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ERCP 已经从

单纯的检查手段发展为重要的介入治疗方法。
ERCP 因手术操作时间短、创伤小、病人术后恢复快

等优势,越来越多的在胆总管结石、恶性梗阻性黄

疸、急性胰腺炎(胆源性)等胆胰疾病中,成为了治

疗的首选方案[4 - 5]。 但是对于超高龄病人,因其自

身因素的影响,ERCP 治疗的安全性及疗效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因此,对于超高龄病人行 ERCP 手术

方式、术后并发症等进行分析及总结,对指导临床工

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超高龄组病人中,高血

压、糖尿病等一些合并症较非高龄组明显增加,但 2
组病人手术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于超

高龄病人来说,合并症多,体质差,进行外科手术治

疗风险较大,术后创伤大,从一定程度上反而提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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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超高龄病人,微创 ERCP 更适合作为其治疗的首

选方案。 且 ERCP 对于基础疾病多,心肺功能差的

超高龄病人,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表 5摇 超高龄组病人出血危险因素分析[n;百分率(% )]

分组 n
原发疾病

胆总管结石 恶性梗阻性黄疸 急性胆管炎 胆管良性狭窄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 其他摇
合并疾病

高血压摇 冠心病摇 糖尿病 心律失常 脑血管疾病 乳头旁憩室摇 COPD摇 肝硬化摇

出血组 14 4(28. 6) 10(71. 4) 摇 0(0. 0) 摇 摇 0(0. 0) 摇 摇 0(0. 0) 摇 0(0. 0)摇 12(85. 7)摇 7(50. 0) 2(14. 3) 1(7. 1)摇 4(28. 6)摇 13(92. 9) 3(21. 4) 0(0. 0)摇

未出血组 179 67(37. 4) 75(41. 9) 20(11. 2) 6(3. 4) 5(2. 8) 7(3. 9) 82(45. 8) 31(17. 3) 16(8. 9) 8(4. 5) 23(12. 9) 72(40. 2) 29(16. 2) 2(1. 1)

合计 193 71(63. 8) 85(44. 0) 20(10. 4) 6(3. 1) 5(2. 6) 7(3. 6) 94(48. 7) 38(19. 7) 18(9. 3) 9(4. 7) 27(14. 0) 85(44. 0) 32(16. 6) 2(1. 0)

字2 — 0. 44 4. 59 0. 75 0. 49 0. 40 0. 57 8. 28 6. 83 0. 03 0. 21 1. 52 14. 67 0. 02 0. 16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本研究结果亦显示,尽管超高龄组和非高龄组

病人的原发疾病均以胆总管结石为主,但超高龄组

中恶性梗阻性黄疸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超高龄

组病人手术中进行支架植入或更换的比例更高。 这

与超高龄病人恶性肿瘤发病率相对较高,病情慢性

反复迁延易导致病情恶变、病情发展加剧有关。 而

对于一些超高龄胆总管结石的病人,特别是结石体

积较大时,在手术过程中,因病人不能耐受长时间的

侵入性操作,为缩短操作时间,可能会选择胆管支架

植入引流或鼻胆管置入引流后,择期再进一步行

ERCP 取石治疗。 因此,充分的术前评估,严格掌握

手术的指征,选择适宜的手术方案,可更有效提高

ERCP 对超高龄胆胰疾病病人的疗效。
在手术并发症方面,超高龄组和非高龄组病人

术后并发高淀粉酶血症及 PEP 等的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部分病人术后出现血淀粉酶水平

的升高,但可伴或不伴有腹痛,CT 或彩超检查未见

胰腺形态学改变,往往可通过禁食、对症治疗后血淀

粉酶水平可降至正常。 在并发 PEP 的病人中,年
轻、女性、既往曾有胰腺炎发作、Oddi 括约肌功能障

碍、尝试插管时间 > 10 min、EST 操作等均是发生

PEP 的危险因素[6 - 7]。 本研究显示在超高龄组中,
术后并发 PEP 的比例较非高龄组稍低,有学者认为

这可能与老年病人胰腺萎缩、外分泌功能减退以及

纤维化等多种因素相关[8]。
出血是 ERCP 术后并发症之一,本研究结果显

示,超高龄组病人术后并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升

高的。 对术后并发出血的高风险因素进行进一步分

析,发现超高龄病人往往合并高血压等慢性基础疾

病,病人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肠壁较薄弱,从而容

易导致出血的发生。 此外,本研究在手术操作过程

中,出血的病人均行了 EST 操作。 2018 版中国

ERCP 指南也指出,EST 是 ERCP 术后并发出血的主

要原因[9]。 因此,对于超高龄病人,特别是合并高

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者,选择手术经验丰富的医

生,尽量减少 EST 操作,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血

的风险。 本研究同时提示超高龄组中恶性梗阻性黄

疸的病人容易并发术后出血。 究其原因,可能与肿

瘤组织本身质地较脆,血供丰富,有时可伴有组织坏

死,容易增加出血的概率。 有时因为肿瘤组织的压

迫可导致十二指肠后动脉等血管异常增生,也是造

成术后并发出血的原因之一[10]。 超高龄组中十二

指肠乳头旁憩室的检出率有所升高,同时憩室也是

出血的高风险因素之一,特别是直径 > 1. 5 cm 的巨

大憩室,出血风险显著增加[11]。 憩室的存在往往会

影响胆管及胰管的走向,改变乳头的形态,影响手术

操作视野,易导致插管过程中机械性损伤而致出血。
因此,针对合并高风险因素的超高龄老年病人,术前

完善凝血功能检查,充分停服抗凝药物,对于高血压

病人,积极监测及平稳血压,尽量减少术后并发出血

的风险。 对合并有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超高龄老

年病人,术前充分、严谨地评估病人病情,选择适当

的乳头处理方式,操作手法细致规范,避免反复插

管,取石过程中避免大力操作等,以及术后及时地观

察及处理都可以减少术后出血的发生。 如果并发术

后出血,可通过止血药物应用,或者内镜下喷洒去甲

肾上腺素等药物、金属夹夹闭机械止血、内镜下电凝

或 APC 等多种方式积极止血。
本研究中,超高龄组中有 14 例(7. 3%病人)并

发出血,非高龄组中有 3 例(1. 5% )。 2 组病人出血

主要表现为少量的呕血或者黑便,有 1 例病人仅表

现为粪便隐血检查( + )。 所有并发出血病人均予

以抑酸、止血等对症药物应用,无病人需要输血以支

持治疗。 非高龄组中 1 例胆总管结石病人,术后并

发呕血,伴有黑便,药物止血效果欠佳,予以积极内

镜下金属夹夹闭机械止血处理后,出血停止。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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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病人通过相关治疗措施均得到很快缓解。
LU 等[12] 研究表明,低龄病人 ERCP 术后并发

感染的概率较高龄病人是升高的。 但是本研究的统

计提示,超高龄组病人术后并发感染的概率稍高于

非高龄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超高龄组病人基

础疾病多,免疫功能差,容易并发感染,特别是合并

恶性肿瘤病人,肿瘤组织侵犯或压迫胆道等造成胆

道梗阻,胆汁淤积、引流欠佳,可能会增加胆管感染

的发生率。 此外,手术操作中,手术器械携肠道细菌

进入胆道,亦是术后并发感染的原因之一。
穿孔是 ERCP 术后罕见但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13]。 本研究中无一例病人发生术后穿孔。 ERCP
的穿孔往往容易在 EST 术后发生。 但术中球囊扩

张、导丝操作、狭窄扩张、支架插入等操作,或在进镜

及拉镜过程中,由于老年人肠壁薄、肿瘤侵犯等因

素,容易并发穿孔。 一旦出现穿孔,强调需早期、及
时的诊断和适当的对症治疗,避免造成严重感染甚

至脓毒症等严重后果。
本研究中所有病人术后并发症程度均较轻,经

对症治疗后均能较快缓解,未出现严重手术操作相

关性并发症,无 ERCP 操作相关性死亡病例。
总体来说,超高龄并不是 ERCP 手术的绝对禁

忌证。 但对于超高龄老年病人,术前需充分评估,严
格把握适应证及禁忌证,做好围手术期的管理。 术

中注意监测病人生命体征,由经验丰富的手术医生

进行操作,尽量选择简单有效的操作方式,不追求一

步到位的治疗,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

发生的概率。 ERCP 在无明显绝对禁忌证及保证术

者水平的前提下,可作为临床上超高龄老年病人首

选的治疗方案。 本研究系单中心样本研究,样本量

较小,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将来需要进行进

一步的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来进一步验

证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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