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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下逆行胆囊管造影术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效果观察

张 军,代 坤,江友辉

(安徽省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淮南 241000)

摘要 目的:观察内镜下逆行胆囊管造影术(ERCP)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的临床效果。方

法:选取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安徽省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收治的88例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者,按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传统组(44例,采用开腹手术治疗)和观察组(44例,采用ERCP联合LC治疗)。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

切口愈合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术前1d、术后1d和术后3d患者血清肾上腺素(E)、皮质醇(Cor)、去甲肾上腺素

(NE)水平变化。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传统组,术中失血量少于传统组,术后切口愈合时间短于传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P<0.05)。两组术后血清E、Cor、NE水平显著高于术前,且术后3d血清E、Cor和NE水平显著低于术后1d;观察

组术后1d和术后3d血清E、Cor、NE水平均低于传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2.27%,明显低于传统组的18.18%(P<0.05)。结论:对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者采用ERCP联合LC治疗,具有创伤小,
应激反应低及并发症少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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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囊结石是指发生在胆囊内的结石病症,属于

一种良性疾病,以胆固醇结石、胆固醇为主的混合性

结石、黑色胆色素结石最为常见。据统计,胆囊结石

的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升高,合并胆管结石

的人数也越来越多[1]。常见的临床症状有胆绞痛、
右上腹隐痛、胆囊高积液等,部分可伴有黄疸、胆囊

穿孔等病理改变,可给患者造成巨大的痛苦,因此需

要积极实施高效、安全的措施进行治疗[2]。内镜下

逆行胆囊管造影术(endoscopicretrogradecholan-
gio-pancreatography,ERCP)是胰腺及肝外胆管疾

病常用的探查方法[3],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
scopiccholecystectomy,LC)是临床常用的手术方

式[4],两种术式均符合微创理念,且能够相互配合解

除患者的痛苦。为了进一步探讨ERCP联合LC在

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

采用ERCP联合LC治疗44例胆囊结石合并胆管

结石患者,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安徽省东方医

院集团总院普外科收治的88例胆囊结石合并胆管

结石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传统组和观察组,每
组44例。病例纳入标准:(1)均确诊为胆囊结石合

并胆管结石[5];(2)均符合手术的适应证[6];(3)均知

情同意且方便跟踪随访。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部

位结石者;(2)存在脏器功能障碍者;(3)存在凝血功

能障碍者;(4)合并严重内科疾病者;(5)合并精神障

碍者;(6)过敏体质或免疫功能低下者;(7)近1个月

内有外伤或者重大手术史者;(8)已经同意配合参与

其他研究者。传统组中男20例,女24例;年龄38~
67岁,平均(58.6±6.7)岁;结石个数2~5个,平均

(1.8±0.3)个;最大结石直径1.6~4.2cm,平均

(2.7±0.5)cm。观察组中男18例,女26例;年龄

36~71岁,平均(59.1±6.9)岁;结石个数2~6个,
平均(1.8±0.3)个;最大结石直径1.5~4.4cm,平
均(2.8±0.5)cm。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手术团队配合完成,主刀医

师为同一主任医师。

1.2.1 传统组 本组实施传统开腹手术治疗:常规

实施气管插管全麻,从右肋边缘处作一长6.0~
10.0cm的斜向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筋膜和组

织后,对胆囊结石、胆管结石的情况、与周围解剖结

构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观察,对卡罗氏三角进行解

剖并分离胆囊动脉与胆囊管,将其结扎并离断后分

离胆囊与胆囊床,切除胆囊,并注意采用电凝方式止

血,采用生理盐水对腹腔进行多次清洗,手术完成后

常规留置T管和引流管。

1.2.2 观察组 本组实施ERCP联合LC治疗:麻
醉方法 与 传 统 组 完 全 相 同,采 用 日 本 奥 林 巴 斯

JF240/JF260电子十二指肠镜和黄斑马导丝进行

ERCP操作,首先在导丝辅助下对胆囊进行选择性

逆向插管造影,插管成功后向其中注入30%的泛影

葡胺,在C型臂机下透视,观察胆囊和胆管病变情

况。根据检查结果指导LC手术操作。在实施LC
时,首先需要将患者的头部抬高,常规建立气腹,并
在脐上1cm 位置做腹腔镜观察孔,采用三孔法

Trocar穿刺并将器械置入,对胆囊三角进行解剖分

离,若发现胆囊管较粗,则需要采用圈套器进行结扎

避免小结石落入胆总管。在距离胆总管5cm的位

置处对胆囊管进行双重结扎并离断,采用钛夹将胆

囊动脉夹闭,然后将胆囊床分离后对其顺行切除放

置于胆囊袋中,经脐部切口取出,常规关腹。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切口愈合

时间。分别于术前1d、术后1d和术后3d抽取患

者空腹外周静脉血,离心(3000r/min,15min),取
上层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

患者血清肾上腺素(epinephrine,E)和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NE)水平,放射免疫沉淀法检测血

清皮质醇(cortisol,Cor)水平。术后均跟踪随访3个

月,统计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

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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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传统组,术中失血量少于

传统组,术后切口愈合时间短于传统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 两组围手术期血清E、Cor和NE水平比较

  两组术后1d和术后3d血清E、Cor和NE水

平均显著高于术前1d(P<0.05),且术后3d血清

E、Cor和NE水平均显著低于术后1d(P<0.05);
术后1d和术后3d,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均低于传

统组(均P<0.05),见表2。

2.3 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传统组(P<
0.05),见表3。

表1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x±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失
血量/mL

术后切口
愈合时间/d

观察组 44 88.5±7.9 19.6±4.3 6.4±1.2
传统组 44 62.7±5.8 59.6±7.4 22.7±3.4

t 17.462 31.001 29.988
P 0.000 0.000 0.000

表2 围手术期血清E、Cor和NE水平比较(μg/L,x±s)

组别 n 时间 E Cor NE
观察组 44 术前1d 21.6±4.1 15.4±3.2 30.1±3.7

术后1d 104.6±9.6ac 153.4±12.4ac 124.7±13.5ac

术后3d 54.6±8.4abc 46.1±6.8abc 68.4±10.7abc

传统组 44 术前1d 21.4±3.9 15.1±3.4 29.9±3.5
术后1d 183.4±10.1a 245.1±23.9a 195.6±16.7a

术后3d 101.4±9.8ab 148.7±13.6ab 123.1±12.0ab

           与术前1d比较,aP<0.05;与术后1d比较,bP<0.05;与传统组同一时间点
比较,cP<0.05。

表3 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切口脂
肪液化

胆汁
泄漏

切口
感染

肺部
感染

并发症总发
生率,n(%)

观察组 44 0 1 0 0 1(2.27)
传统组 44 1 3 2 2 8(18.18)
χ2 6.065
P 0.014

3 讨 论

  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

关,据报道,地区、种族、性别、肥胖、妊娠、长期肠外

营养、高脂肪饮食、高脂血症、糖尿病、胃肠吻合或胃

切除、回肠切除或回肠末段疾病、溶血性贫血以及肝

硬化等均可诱发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7-8]。另有

研究显示,LC相较于传统开放性手术在胆囊结石合

并胆管结石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具有

微创、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的优点[9],已经得到国

内外多数研究学者的一致肯定[10-12]。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传统组,
可知ERCP联合LC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

者所需的手术时间较长,但是既往汤厚阔等[13]的研

究表明,采用ERCP联合LC治疗的胆囊结石合并

胆管结石患者的手术时间与采用传统开腹手术的患

者手术时间相近,与本研究结果不符。结合以往工

作经验,分析结果不相符的原因:(1)本研究所选样

本稍少,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2)两项报道所

选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3)手术操作

者的经验、技巧等也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本研

究中,观察组手术时间较长,可能由于ERCP和LC
均为精细化操作,并不像传统开腹手术能够充分暴

露手术野,并且需要建立操作孔、观察孔,送入和退

出腔镜器械,建立二氧化碳气腹等,操作复杂。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失血量少于传统

组(P<0.05),术后切口愈合时间短于传统组(P<
0.05),提示ERCP联合LC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管

结石患者的创伤小,手术期间失血量少,且术后切口

愈合时间短。ERCP联合LC符合局部解剖结构的

特点,且手术系统比较精细,前者能够引导手术医师

进行精确操作,LC术中还可减轻对胆总管及其他组

织结构的牵拉,因此符合微创治疗的理念。本研究

中,关于手术期间失血量、术后切口愈合时间的对比

结果与 Wild等[14]的研究结果相近,在其报道中指

出,开腹手术需要较长的切口才能充分暴露手术野,
而ERCP联合LC能够通过器械之间的配合清晰显

示腹腔内部的结构和病变情况,故此该疗法创伤小,
切口愈合速度快。
  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术后1d和术后3d血清

E、Cor和NE水平均显著高于术前1d(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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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术后3d血清E、Cor和NE水平均显著低于术后

1d(P<0.05),提示无论采取何种手术方式,患者围

术期应激反应指标均有大幅波动,且术后可逐渐恢

复;观察组术后各时间点上述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

传统组(均P<0.05),表明ERCP联合LC相较于

传统开腹手术能够显著减轻生理应激反应,与石玉

琪等[15]研究结果相符。研究表明,在胆囊结石合并

胆管结石患者中,手术前生理应激反应指标相较于

正常情况下有轻微改变,但是由于手术创伤,术后

1d显著异常,且手术后恢复缓慢,唯有减轻手术创

伤,才能降低生理应激反应指标的变化幅度[16]。
  本研究中,观察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传

统组(P<0.05),表明ERCP联合LC治疗胆囊结石

合并胆管结石患者并发症风险低。有相关资料显

示,ERCP联合LC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与传

统开腹手术总并发症发生率相近[17],与本研究结果

不符。分析其原因可能与手术操作者的经验、手术

器械、患者病情的差异等有关。既往Koike等[18]的

研究发现,ERCP联合LC治疗胆囊结石并胆管结石

患者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2.50%,而传统开腹手术

治疗此类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0.00%,与本研

究结果相符合,类似的结果在李宇等[19]的报道中也

得到证实。以上研究说明ERCP联合LC治疗胆囊

结石并胆管结石的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在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者中建

议应用ERCP联合LC进行探查和治疗,不仅能够

减轻创伤,加快术后切口愈合,还可减轻应激反应,
减少并发症,且不会显著增加胆管损伤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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