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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渊耘砸悦孕冤在腹腔镜胆囊手术后严重并发症处理中的应用价值遥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腹腔镜胆囊手术的 远 怨怨圆 例患者袁其中 苑员 例出现手术严重并发症袁有 源猿 例经 耘砸悦孕 成功治疗遥 结果院严重并发症并经 耘砸悦孕 成
功处理的包括上消化道大出血 员 例袁胆漏 员缘 例袁胆囊管结石残留和渊或冤胆总管继发结石尧胆囊壁间结石共 员缘 例袁急性胰腺炎 源

例袁继发性肝脓肿 猿 例袁胆管狭窄 缘 例袁以上病例均放置鼻胆管引流渊耘晕月阅冤袁员 例上消化道出血者配合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渊阅杂粤冤袁胆管狭窄者放置支架袁部分胆漏和肝脓肿液化者还同时行介入 月 超袁分别放置腹腔穿刺引流管和肝脓肿穿刺引流管遥所

有患者经上述治疗后均痊愈出院袁除胆管狭窄者随访 远耀员圆 个月外袁余均随访 员耀猿 个月后治愈袁均未再次手术遥 结论院实时进行

耘砸悦孕 检查和处理有助于明确术后并发症的病因或诱因袁有利于指导相应治疗袁从而避免再次手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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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手术渊包括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和保
胆取石术冤相较于传统的开腹胆囊手术具有安全可
靠尧创伤小尧痛苦轻尧恢复快以及住院期短等明显优
点 遥 但术后要警惕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袁其主要包括
咱员暂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园源鄄缘园圆鄄园猿

败或操作中发生严重并发症影响原有疾病进程甚
至需要手术干预的病例遥
员援圆

方法

源猿 例中胆囊管及胆总管结石 员缘 例袁 经 耘砸悦孕

大出血尧胆漏渊胆囊管残端漏尧胆道损伤漏及迷走胆

对患者行取石处理曰对胰腺炎尧胆漏渊胆囊管残端

管漏冤尧胆囊管结石残留尧胆总管继发性结石尧胆囊

漏尧胆道损伤漏及迷走胆管漏冤及继发肝脓肿患者

壁间结石尧胆管狭窄尧急性胰腺炎尧肝脓肿遥 本研究

行鼻胆管引流术渊耘晕月阅冤袁同时在 月 超引导下分别

主要对腹腔镜胆囊手术后除腹腔大出血以外的严

行腹腔穿刺引流和肝脓肿穿刺置管引流遥 对术后证

重并发症选择性地应用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

实为胆囊癌的患者袁圆 例癌组织已累及胆总管导致

员

例均与胆道损伤相关袁其中 员 例因钛夹太靠近胆囊

渊耘砸悦孕冤检查和治疗进行回顾性的分析和总结遥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回顾性分析自 圆园园员 年 苑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员 月收治

的 远 怨怨圆 例腹腔镜胆囊手术患者袁其中 苑员 例手术后
出现严重并发症袁包括大出血尧胆漏渊胆囊管残端

漏尧 胆道损伤漏及迷走胆管漏等冤尧 胆囊管结石残

术后胆管狭窄袁术后经 耘砸悦孕 放置金属支架遥 其余 猿

管残端所致袁另外 圆 例因胆管热损伤和胆管壁缺血
而引发袁均通过 耘砸悦孕 放置支架 远 个月遥对 员 例术前
为萎缩性胆囊炎并胆囊多发结石袁术后意外证实为
胆囊癌且 员 个月后发生上消化道大出血袁悦栽 报告十
二指肠被癌组织浸润的患者袁 经 耘砸悦孕 检查证实并

给予局部止血袁同时配合行胃十二指肠动脉介入栓

留尧胆总管继发性结石尧胆囊壁间结石尧胆管狭窄尧

塞而抢救成功遥

例遥余 远源 例中 源猿 例经 耘砸悦孕 检查及治疗遥纳入 猿 个

个月遥

症袁行 耘砸悦孕 相关治疗的患者遥排除因 耘砸悦孕 操作失

结

急性胰腺炎尧肝脓肿袁其中腹腔大出血 苑 例袁死亡 猿
月内有腹腔镜下胆囊手术史袁 术后出现严重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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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猿 例研究对象均经门诊和渊或冤电话随访 员耀员圆

圆

果

胆囊管残端漏 缘 例袁胆道损伤漏 缘 例袁迷走胆

管漏 圆员 例袁其中经 耘砸悦孕 处理 员缘 例曰胆囊管结石残

留和渊或冤胆总管继发结石尧胆囊壁间结石共 员缘 例袁
均经 耘砸悦孕 检查及治疗曰急性胰腺炎 远 例袁其中 源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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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耘砸悦孕 处理曰继发性肝脓肿 缘 例袁其中 猿 例经 耘砸悦孕

处理曰胆管狭窄 远 例袁其中 缘 例经 耘砸悦孕 放置支架曰

窑 缘园猿 窑

远耀员圆 个月袁这样不仅可避免再次手术袁也可防止胆

道热损伤引起的疤痕性狭窄遥 否则在后期只能采取

以及 员 例经 耘砸悦孕 成功处理的上消化道大出血遥 以

手术方式下胆肠的 砸燥怎曾鄄藻灶鄄再 吻合袁 给患者带来不

时行 月 超引导下腹腔穿刺置管引流和肝脓肿穿刺

要胆
腹腔镜胆囊手术术后另一种胆道损伤要要

上病例均放置鼻胆管引流袁胆漏和肝脓肿液化者同
置管引流遥 所有患者经上述治疗后均得到满意疗
效袁部分胆漏及肝脓肿患者带外引流管出院袁随访
员耀猿 个月后治愈遥 经 耘砸悦孕 处理的胆管狭窄患者袁随
访 远耀员圆 个月也全部治愈遥

猿

讨

必要的损害遥

漏的发生率约为 园援圆豫耀圆援园豫咱远原苑暂袁其中迷走胆管漏较

为常见袁此种胆漏往往胆汁漏出量较少袁行腹腔引
流大多为自限性袁半个月至 员 个月可自行痊愈遥 如

果出现胆汁引流量大袁引流不通畅袁或伴随发热袁弥
漫性腹膜炎等症状袁可考虑与局部继发性严重感染

论

和渊或冤胆道下端梗阻所导致的迷走胆管扩张相关袁

胆囊微创手术已得到广泛应用袁但手术后发生
的严重并发症在临床中也并不少见袁其中一些并发
症袁以往通常采用再次手术而得以治愈袁给患者带
来了不必要的创伤袁也增加了医患矛盾的风险遥 但
随着 耘砸悦孕 技术的日益成熟和不断发展袁 一些肝胆

此时迷走胆管内的压力较高袁很难治愈袁行 耘砸悦孕 取

石解除胆道梗阻并放置鼻胆管充分引流能有效地
减轻胆道压力 咱苑暂袁从而有利于胆囊床迷走胆管的闭

合遥 另外袁一些胆囊炎症较重袁尤其是术前经 耘砸悦孕
处理过的患者袁胆囊三角组织水肿比较明显袁此时

外科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也可以通过 耘砸悦孕 这种创伤

胆囊管残端若处理不当袁 很容易造成胆囊管残端

猿援员

胆道损伤

查证实并放置鼻胆管引流袁鼻胆管放置位置应在胆

胆道损伤是腹腔镜胆囊手术的一种严重并发

囊管开口以上袁从而达到有效减轻胆囊管残端压力

小尧恢复快的操作得以早期诊断和治疗 遥
咱圆暂

症袁其病理生理改变主要有两类院胆汁漏和胆道狭
窄或梗阻遥 为了更好的描述腹腔镜胆囊手术中所致
的胆道损伤模式袁杂贼则葬泽遭藻则早 等 咱猿暂提出了一套包含有
月蚤泽皂怎贼澡 标准的分类系统袁将损伤分为 粤耀耘 型袁耘 型

漏袁本组即发生 缘 例袁此类患者均需及时行 耘砸悦孕 检

的目的袁对此类胆漏有时还需配合行 月 超引导下穿

刺放置更为有效的腹腔引流管袁利于胆囊管残端的
闭合遥
对于胆总管完全横断者袁均通常采用外科手术

代表胆道狭窄袁依照 月蚤泽皂怎贼澡 分型袁能够继续细分为

处理袁内镜治疗只用于高危患者或内镜引流后等待

组制定的叶胆管损伤的诊断和治疗指南渊圆园员猿 版冤曳袁

猿援圆

耘员耀耘缘 型遥 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
对胆道损伤的治疗方式提出袁轻微胆管损伤造成的

更彻底的外科治疗者遥
胆管结石
胆囊管残留结石和胆总管继发结石也很常见袁

胆汁漏渊杂贼则葬泽遭藻则早 粤 型冤首选内镜和渊或冤介入治疗袁

患者往往表现为不明原因的术后腹痛尧黄疸尧发热袁其

科手术作为确定性的治疗手段 遥

查证实

例均通过 耘砸悦孕 处理遥 圆 例术后肿瘤累及而导致的

前次手术局部粘连严重袁解剖不清袁此时容易发生

耘砸悦孕 放置金属支架袁余 猿 例中 员 例为胆囊管较短袁

耘砸悦孕 技术的发展袁 通过内镜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中胆管的热损伤效应及胆管壁缺血所致袁后者可发

次开腹取出结石袁如果结石约员园 皂皂袁可通过乳头括

而对于严重胆管损伤以及损伤性胆管狭窄袁仍以外
咱源暂

本组研究包括 远 例术后胆管狭窄患者袁 其中 缘

胆管狭窄袁 因患者年龄较大袁 拒绝手术治疗而行

钛夹夹闭胆囊管时过于靠近肝总管所致袁圆 例因术

中一部分可以通过术后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渊酝砸悦孕冤检
袁 但一些患者结石较小袁酝砸悦孕 也难以发

咱愿暂

现遥 在 耘砸悦孕 介入以前袁患者需面临 圆 次手术袁由于

胆管损伤等并发症袁医患双方均不愿接受遥 但随着

渊耘杂栽冤取出胆总管结石渊结石跃员园 糟皂冤袁可以避免再

生迟发型间歇性黄疸袁针对此 猿 例患者袁均行 耘砸悦孕

约肌球囊扩张术渊耘孕月阅冤取石从而达到保留乳头括

支架袁随访的 远 个月内 圆 例出现支架堵塞各更换支

器械袁如大结石碎石后结石未取净袁可常规放置鼻

过 耘砸悦孕 长期置放支架袁 与再次手术的长期疗效相

院保胆取石以后发生不明原因的黄疸袁 术后持续 员

下塑料支架置入引流术渊耘砸月阅冤袁远 个月后取出全部
架 员 次遥 王东东等 曾报道对术后良性胆管狭窄通
咱缘暂

似遥 所以如果在早期就有所考虑胆道狭窄的存在袁

应及时行 耘砸悦孕 检查并放置支架袁 放置时间一般为

约肌功能的目的遥 若取更大结石还可应用碎石篮等
管引流袁缘耀苑 凿 后再次取石遥 本组中有 员 例患者为外
个月以上袁但并不伴有腹痛和发热袁月 超发现为胆囊
息肉合并胆囊壁间结石袁外院及本院 酝砸悦孕 检查均

窑 缘园源 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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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未见明显异常袁 阻塞性黄疸的原因依然无法明确遥
再经 耘砸悦孕 检查发现于胆总管下端存在两枚附壁小

结石袁直径约 猿耀源 皂皂袁经取石并放置鼻胆管引流后
黄疸逐渐好转袁从而避免了再次手术遥
猿援猿

急性胰腺炎
腹腔镜胆囊手术后并发急性胰腺炎并不常见袁

此类胰腺炎一部分跟胆总管继发性的泥沙样结石

或小结石有关 袁大多表现为一过性袁经禁食尧生长
咱怨暂

大

学

学

第 猿远 卷第 源 期
20员远 年 源 月

报

肿约员耀圆 糟皂 时拔出上述引流管更为稳妥遥

猿援缘

大出血

本研究中腹腔镜胆囊手术后大出血的发生率
约为 员援员源译袁大多数腹腔大出血发生在术后 圆源 澡 以
内袁需要紧急手术处理袁与手术者操作不当和患者自
身的凝血功能障碍相关遥 但在本研究中发现 员例迟发

型的上消化道大出血袁该患者术前诊断为萎缩性胆
囊炎合并胆囊多发结石袁在术中发现为胆囊十二指

抑素尧解痉尧溶石利胆等治疗一般可自愈遥 但本组有

肠瘘尧胆囊萎缩袁腹腔镜下操作十分困难袁医生切除
胆囊后对十二指肠瘘口进行修补袁术后病理报告意

电凝而止血袁 但在胆总管前壁表面形成一细小焦

外证实为胆囊癌袁已累及浆膜面遥 因患者年龄较大袁
家属拒绝再次手术治疗袁并于 员 周后出院遥 出院后 员
个月因上消化道大出血尧失血性休克急诊入住消化
科袁腹部 悦栽 提示十二指肠球部被肿瘤累及袁周围结

员 例较为特殊袁因术中胆总管前壁点状渗血袁经反复

痂遥 手术结束前检查并未发现胆漏等异常情况袁术后
第 猿 天患者突然出现胆漏和高度腹胀袁但无腹膜炎表

现袁查血尧尿淀粉酶明显增高袁急诊腹部 悦栽 提示胰腺

炎袁胆道内未见明显异常袁后行 耘砸悦孕 放置鼻胆管引流
后痊愈袁考虑此胰腺炎为胆总管前壁的焦痂迟发性脱

落掉入胆总管袁引发胰腺炎的同时发生胆漏袁所以在解
剖胆囊三角时如胆囊管尧肝总管尧胆总管三管结构能明

确辨认就不必将三管结构裸化 咱员园暂袁因盲目裸化不仅会

导致胆管壁的缺血袁甚至会引起难以控制的渗血遥
猿援源

肝脓肿
腹腔镜胆囊手术后继发肝脓肿并未得到足够

重视袁此类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复杂性的肝内外胆
管结石遥 当胆囊切除以后袁部分患者出现了继发性
的胆总管结石袁在两段结石之间形成了闭塞性的胆
道相对高压袁就如同闭袢性肠梗阻袁称之为闭袢性
胆道梗阻袁这种闭袢性胆道梗阻也可以因胆道两端

构模糊不清袁考虑为十二指肠黏膜被肿瘤浸润而引

发的大出血袁 经急诊 耘砸悦孕 检查证实并局部予以止
血袁同时行胃十二指肠动脉介入栓塞袁最终患者出
血得以控制袁治愈出院遥 由此可见袁一些患者术后如
果意外发现胆囊癌累及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袁术后
若无手术禁忌证袁仍因按照原则积极行再次手术治
疗袁否则可能会因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而导致不可
预测的严重并发症袁甚至危及生命遥
综上所述袁耘砸悦孕 处理腹腔镜胆囊手术后的严
重并发症具有创伤小尧恢复快尧安全有效的优点袁当
肝胆外科术后袁出现一些严重并发症时袁应及时想
到 耘砸悦孕 这把钥匙袁 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早
期诊断尧及时解除梗阻尧去除病因或诱因袁有效减轻

管以上袁以往国内外文献中均未发现有关此方面的

胆道压力和引流的目的袁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再
次手术而使医患双方获益遥

报道遥 胆道高压可引起细菌移位袁最终造成肝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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