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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重症胆囊炎患者行经皮经肝穿刺胆囊引流及二期腹腔镜胆囊切除的可行性和安全性遥 方法院重症胆囊炎

患者包括入院时胆囊三角炎症极重而难以一期切除胆囊者以及因全身情况差而难以耐受胆囊切除的胆囊炎患者遥 圆园园苑耀圆园员员
年对这两类共 员愿 例患者行经皮经肝穿刺胆囊置管引流术及二期气腹或免气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遥 结果院全组患者成功行经皮
经肝胆囊引流术袁无明显腹腔出血尧胆瘘等并发症曰除 员 例患者引流后失访袁其余 员苑 例患者均成功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遥 结论院

对难以一期切除胆囊的重症胆囊炎患者袁经皮经肝胆囊引流能在有效缓解急性期症状的基础上有利于二期微创切除胆囊袁减少
了手术创伤并规避了胆囊炎急性期强行切除胆囊的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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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普及与提高袁越来越多的急
诊胆囊切除可以通过腹腔镜完成遥 但对术前磁共振
胰胆管成像渊酝砸悦孕冤及 月 超提示胆囊三角炎症极重
的部分患者如行腹腔镜手术袁则中转开腹手术的机
率较大袁且即使开放胆囊切除也往往较为困难袁最后
走上胆囊造瘘尧二期开放胆囊切除之路遥 同样袁高龄
高危患者手术耐受性差袁既往常选择硬麻下开放胆
囊造瘘后再相机作二期处理遥 在 圆园园苑耀圆园员员 年袁本
院共 员愿 例这两类患者入院后在 月 超引导下顺利完
成了经皮经肝胆囊造瘘术袁其中绝大部分渊员苑 例冤二
期顺利进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遥现将体会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 员愿 例袁男 苑 例袁女 员员 例袁年龄 员远耀愿源 岁袁
平均 缘愿援源 岁遥 全部病例有不同程度发热尧腹痛及右

上腹压痛袁外周血象检查提示白细胞和渊或冤中性粒
细胞增高袁均同时行 酝砸悦孕 及 月 超评估胆囊局部情
况袁证实为结石性胆囊炎遥 其中因胆囊颈部结石嵌
顿尧胆囊三角炎症重而估计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渊蕴悦冤
难以实施的有 员源 例曰因全身情况差袁合并严重心肺
功能障碍或脑卒中而不能耐受 蕴悦 的有 源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渊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澡藻责葬贼蚤糟
早葬造造遭造葬凿凿藻则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袁孕栽郧月阅冤
术前检查凝血时间渊孕栽冤及血小板渊孕蕴栽冤计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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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凝血功能障碍遥 术中患者平卧位袁根据 月 超确
定穿刺部位袁穿刺针选择 愿耀员园云 猪尾巴管袁采用套
管法或导丝交换法进针遥穿刺方向为肝脏膈面进针袁
自胆囊床进入胆囊袁要求经肝厚度至少 圆 糟皂 以减少
经针道胆漏可能袁同时注意避开肝内大的管道遥导管
进入胆囊后再进 源耀远 糟皂 以防止因体位变化后导管
头滑出胆囊腔遥 引出胆汁后可送培养垣药敏试验以
选用针对性抗生素袁 如有堵管可用 缘园 皂造 园援缘豫甲硝
唑反复抽吸冲洗遥待体温尧腹痛尧腹部压痛尧外周血象
基本恢复正常袁就可带管或拔管出院遥对胆囊颈部结
石嵌顿患者需要延期拔管遥
员援圆援圆 腹腔镜胆囊切除
穿刺引流后 猿耀愿 周患者重新入院袁 再次腹部 月
超及 酝砸悦孕 以评估胆囊三角条件袁注意排除因水肿
消退而致结石掉进胆管可能曰对于高龄渊跃苑园 岁冤尧合
并基础疾病患者则行心肺功能测定并请麻醉科会诊
行 粤杂粤 评估遥 对评估后考虑全麻及气腹不能耐受的
猿 例患者行腹壁悬吊式免气腹胆囊切除术袁 其余 员源
例患者行常规 悦韵圆 气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遥 在腹腔
镜下胆囊切除时如发现胆囊三角水肿虽消退袁 但瘢
痕增生及颈部结石嵌顿袁则通过仔细刮吸尧逆行解剖
胆囊三角尧 横断胆囊颈部取出嵌顿结石后缝闭胆囊
颈部残端等方法完成手术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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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愿 例患者均胆囊穿刺及置管成功袁 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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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远耀猿缘 皂蚤灶袁其中 猿 例为床边 月 超定位穿刺遥 穿刺后
均无明显出血尧胆漏等并发症遥 引流后 圆耀缘 凿 体温尧
腹痛尧腹部压痛缓解袁出院时间 远耀员远 凿袁平均 怨 凿曰带
管引流时间 愿耀源远 凿袁平均 员远 凿遥员愿 例患者 员 例失访袁
其余 员苑 例均成功行气腹或免气腹胆囊切除遥
猿 讨

论

胆囊床位于肝脏吁尧遇段交界处袁距右前下肝蒂
较远袁除肝中静脉终末支袁无明显大血管袁为安全穿
刺提供了解剖基础曰同时袁肝脏包膜的压迫作用及后
期窦道形成袁对预防肝内血肿形成及腹腔内出血提
供了理论依据遥 具体穿刺时注意避开血管袁穿刺后
注意卧床休息可进一步避免出血遥 徐菁等咱员暂在对肝
功能障碍患者 孕栽郧月阅 后拔引流管时注入生物胶袁
有进一步封闭窦道尧减少出血可能遥 除了腹腔出血袁
孕栽郧月阅 另一个主要并发症为胆漏遥 其主要预防要点
在于穿刺时严格经胆囊床进入胆囊腔内袁避免穿刺
胆囊游离部分袁以肝脏实质的压迫作用减少胆漏袁同
时穿刺经肝行程保持 圆 糟皂 以上袁导管在胆囊内保留
源耀远 糟皂袁 以避免体位改变后导管回缩而导致脱管尧
胆漏遥
孕栽郧月阅 的本质为胆囊造瘘袁通过胆道减压以减
少胆血反流袁避免胆源性休克遥 同时袁胆囊减压可改
善胆囊高张力状态袁改善胆囊壁血流循环袁避免胆囊
穿孔及弥漫性腹膜炎的发生遥 本组 员 例脑卒中患者
入院时考虑胆囊切除绝对不能耐受袁行经皮胆囊穿
刺时引流液为咖啡样液体袁考虑已发生胆囊坏疽尧黏
膜坏死脱落袁当时担心胆囊穿孔尧并发胆汁性腹膜
炎遥 在穿刺后的 圆 凿 中予以抗炎尧支持尧冲洗袁胆汁渐
转黄袁腹部体征缓解袁考虑胆囊减压后胆囊壁血供得
到了有效恢复遥 悦澡燥噪 等咱圆暂的研究也表明袁孕栽郧月阅 圆园
澡 后袁愿苑豫重症急性胆囊炎患者的毒血症状能得到
缓解遥 经皮经肝胆囊造瘘相对开放胆囊造瘘来说袁
既避免了手术之苦袁也减少了腹腔粘连机会袁利于二
次腹腔镜手术遥
正确处理胆囊三角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成功的关
咱猿暂
键 遥 腹腔镜技术的发展使得急诊胆囊切除术渊藻鄄
皂藻则早藻灶糟藻 糟澡燥造藻糟赠泽贼藻糟贼燥皂赠袁耘悦冤 的指征越来越宽袁临
床实践中手术时机已远超过去的 苑圆 澡遥 重症胆囊颈
部结石嵌顿患者行 耘悦 术中袁 对解剖结构的辨别与
处理总有个尽头袁此时即使中转手术可能也会面临
进退两难的地步遥 运蚤皂 等 咱源暂 对急性胆囊炎患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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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悦尧孕栽郧月阅 后 苑 凿 及 圆 周 蕴悦 分组试验结果表明袁圆
周后行 蕴悦 组患者手术中转率明显降低遥 对此类患
者袁选择 孕栽郧月阅 这一合适的急诊措施袁待二期行 蕴悦
处理袁不但具有微创意义袁同时也减少了胆道损伤可
能遥 而对高龄患者及合并严重基础疾患等不具有手
术条件患者袁引流后待胆囊炎症消退尧全身情况改善
后行气腹下或腹壁悬吊下腹腔镜胆囊切除袁 能有效
规避住院期间心肺功能衰竭等风险遥 另外也不能忽
视的是年青患者的微创要求遥 本组 员 例患者 圆猿 岁袁
初次入院时 酝砸悦孕 提示胆囊三角炎症重袁蕴悦 成功可
能性低遥 通过 孕栽郧月阅袁术后复查 酝砸悦孕袁水肿明显消
退袁行 蕴悦 手术异常顺利遥
自 员怨愿园 年 砸葬凿凿藻则 首次报道超声引导下经皮胆
囊造口术成功引流胆囊积脓 咱缘暂以来袁各国学者对这
一简单安全有效的措施进行了尝试和认同遥 圆园园远
年袁员猿 国学者在东京达成的胆囊胆管炎诊治指南 咱远暂
已将 孕栽郧月阅 与 耘悦 共同列为中尧重度胆囊炎的主要
处置方案遥 本文认为袁孕栽郧月阅 这一操作对设备要求
低袁简单安全有效袁实用性强袁能减少急诊重症胆囊
炎患者手术创伤和胆道误损伤袁有进一步推广意义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咱圆暂

徐

菁袁张

节袁瞿建国援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治疗

高龄高危急性胆囊炎 咱允暂援 肝胆胰外科杂志袁圆园园怨袁圆员
渊源冤院猿员园原猿员员

悦澡燥噪 运杂袁悦澡怎 云杂袁悦澡藻怎灶早 栽栽袁藻贼 葬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责藻则糟怎贼葬鄄
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澡藻责葬贼蚤糟 糟澡燥造藻糟赠泽贼燥皂赠 枣燥则 澡蚤早澡 泽怎则早蚤糟葬造 则蚤泽噪
责葬贼蚤藻灶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糟澡燥造藻糟赠泽贼蚤贼蚤泽咱允暂援 粤晕在 允 杂怎则早袁圆园员园袁愿园

咱猿暂
咱源暂

渊源冤院圆愿园原圆愿猿

朱小林袁戴云俊袁胡中生袁等援 急性化脓性胆囊炎的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 员园愿 例临床分析咱允暂援 重庆医学袁圆园园远袁猿缘
渊缘冤院源源圆

运蚤皂 匀韵袁匀燥 杂燥灶 月袁再燥燥 悦匀袁藻贼 葬造援 陨皂责葬糟贼 燥枣 凿藻造葬赠藻凿 造葬鄄
责葬则燥泽糟燥责蚤糟 糟澡燥造藻糟赠泽贼藻糟贼燥皂赠 葬枣贼藻则 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澡藻责鄄

葬贼蚤糟 早葬造造遭造葬凿凿藻则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 枣燥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藻凿 葬鄄

糟怎贼藻 糟澡燥造藻糟赠泽贼蚤贼蚤泽 咱允暂援 杂怎则早 蕴葬责葬则燥泽糟 耘灶凿燥泽糟 孕藻则糟怎贼葬灶
咱缘暂

栽藻糟澡袁圆园园怨袁员怨渊员冤院圆园原圆源

郑兴学袁王 兵袁魏洪斌袁等援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药
物冲洗引流治疗老年急性化脓性胆囊炎咱允暂援 中华肝胆
外科杂志袁圆园园猿袁怨渊苑冤院猿怨园原猿怨圆

咱远暂

酝蚤怎则葬 云袁栽葬噪葬凿葬 栽袁运葬憎葬则葬凿葬 再袁藻贼 葬造援 云造燥憎糟澡葬则贼泽 枣燥则 贼澡藻
凿蚤葬早燥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葬糟怎贼藻 糟澡燥造葬灶早蚤贼蚤泽 葬灶凿 糟澡燥造藻鄄

糟赠泽贼蚤贼蚤泽院栽燥噪赠燥 郧怎蚤凿藻造蚤灶藻泽 咱允暂援 允 匀藻责葬贼燥遭蚤造蚤葬则赠 孕葬灶糟则藻葬贼
杂怎则早袁圆园园苑袁员源渊员冤院圆苑原猿源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圆原园圆原员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