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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复杂手术荟萃·

内镜下经胆总管逆向胆管支架置入术
治疗全内脏反位并胆管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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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内镜治疗全内脏反位并胆管结石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肿瘤外
科收治的 1 例全内脏反位并胆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首次入院后尝试行 ERCP 失败继而行胆囊切除+胆
总管切开取石+T 管引流术将结石清除，2 个月后结石复发，二次入院后行钬激光碎石+经胆总管逆向胆管支架置
入术，术后恢复良好，现已术后 2 个月余，无结石复发，患者恢复良好。结论

经胆总管逆向胆管支架置入术是

一项可行的技术操作，今后可作为对全内脏反位并胆管结石患者的一种治疗方式选择。
【关键词】 内脏转位；胆管结石；胆道镜；激光碎石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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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experience of endoscopic reverse biliary tract stent placement via

choledochus in treatment of situs inversus totalis complicated with choledocholithia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one
patient with total visceral inversion complicated with bile duct stones in the Department of Tumor Surge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ERCP was failed at the first admission, followed
by the cholecystectomy plus choledocholithotomy plus T-tube drainage, the stones were removed. Two months later, the
stones recurred, then th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and bile duct stenting placement was performed at the secondary
admission,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as good, it had been more than 2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no stone recurrence
occurred. Conclusion Endoscopic reverse biliary tract stenting placement via choledochus is feasible,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option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 with situs inversus totalis complicated with choledocholithiasis.
【Keywords】 situs inversus; cholangiolithiasis; choledocholithotomy; cholangioscopy; laser lithotripsy;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全内脏反位，又称“镜面人”，即心脏、肝脏、

医 院 肿 瘤 外 科 收 治 1 例 患 有 胆 管 结 石 的 “镜 面

脾脏、胆囊等器官的位置与正常人相反，心脏、脾

人”，由于其解剖结构变异，对手术操作尤其是内

脏位于右侧，肝脏位于左侧，心、肝、脾的位置恰似

镜操作带来较大挑战，现报道如下，供今后参考。

正常脏器位置的镜中像

[1-3]

。全内脏反位一直是消

化内镜治疗的难点，因其发病率低，操作经验较
少，在临床中遇到后往往比较棘手。兰州大学第二

1 临床资料
1.1 病史简介
患者，男，59 岁。因“间断上腹部不适 2 年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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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伴皮肤、巩膜黄染 1 周”入院。查体：全身皮
肤及巩膜轻度黄染，心脏听诊位于右侧胸腔，肺部

•2•

Chinese Journal of Bases and Clinics in General Surgery, Oct. 2018, Vol. 25, No.x

查体未及明显异常，腹部平坦，未见腹壁静脉曲

病史，无药物过敏史，无手术史，3 个月内无服药

张，无胃肠型及蠕动波，左上腹有压痛，无明显反

史。

跳痛及肌紧张，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

1.4.2 手术可行性评估

性。

管造影（ERCP）术插管未成功（图 1b）。患者一般

1.2 实验室检查

状况可，手术耐受性较好，手术适应证明确。

血总胆红素 61.5 μmol/L，直接胆红素 51.3
μmol/L，γ-谷氨酰转肽酶 67 U/L，碱性磷酸酶 128
9

首次入院行内镜逆行胰胆

1.5 术前讨论
患者首次因“间断上腹部不适 2 年余加重伴皮

U/L。血常规示：白细胞 5.76×10 /L，中性粒细胞比

肤、巩膜黄染 1 周”入院，血清胆红素升高，MRCP

率 0.34%，淋巴细胞比率 0.54%，血红蛋白 149 g/L，

示肝内外胆管及胆囊内多发结石并肝内外胆管扩

9

血小板 199×10 /L；查血钠、钾、氯、镁、钙、磷未见

张，符合 ERCP 手术指征，遂先尝试 ERCP，然而因

异常。

患者全内脏反位 ERCP 插管未成功。因此，行第二

1.3 影像学检查

方案：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 管引流术。

胸部正位片示：双肺间质性改变，右位心。心

术后 2 个月余行经 T 管胆道镜造影检查见胆管内

脏彩超示：镜面右位心。腹部超声示：先天性腹

有多发结石（图 1c），胆总管下端狭窄，网篮取石无

腔脏器反位、胆囊结石（多发）并胆囊炎、肝外胆管

法取出结石，后经胆道激光碎石术击碎并经 T 管取

结石（多发）并扩张、左肝内胆管结石（多发）。腹

出大量胆管内结石（图 1d）。考虑患者因胆总管下

部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示：全脏器反位，肝

端狭窄，胆汁引流不畅导致胆汁淤积致胆管结石反

内外胆管及胆囊内多发结石并肝内外胆管扩张（图

复发作。因此，解除患者胆管下端狭窄成为阻止患

1a）。

者胆管结石不断形成的关键所在。但是 ERCP 解除

1.4 术前评估

狭窄操作难度极大，难以实施。因此，最终行经胆

1.4.1 患者状况评估（手术耐受性评估）

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无明显异常，
心电图及胸片未见异常，心功能 Ⅰ 级，肺功能及肾
功能正常，肝脏无肝硬化及衰竭表现。凝血功能和
血糖正常。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精神

图1

总管逆向置入胆管支架（图 1e）。

2 手术过程
2.1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患者取右侧卧位，十二指肠镜经口依次进镜，

示患者诊治过程中的部分影像学检查图及手术图

a：MRCP 示腹腔内脏器反位、肝内外胆管及胆囊多发结石并肝内外胆管扩张；b：ERCP 插管未成功；c：术后胆道镜见胆管结石阻塞
整个二级胆管；d：钬激光碎石术；e：胆管支架沿导丝经胆总管逆向置入十二指肠内；f：ERCP 见胆管支架经胆总管逆向置入十二指
肠内；g：X 线摄影见胆管支架位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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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二指肠降段，找到十二指肠乳头，然而十二

患者在胆管支架置入术后恢复良好，现已术后

指肠乳头与十二指肠镜严重成角，反复尝试多次均

2 个月余，电话随访，家属代诉患者 T 管在位且引

无法顺利插管，故退镜结束操作而改行第二治疗方

流通畅，全天 T 管夹闭时间约 22 h，患者无皮肤、

案。

巩膜黄染，无腹痛、腹胀，饮食良好。

2.2 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 管引流术
麻醉后，仰卧位，腹部手术野消毒，铺无菌巾
单。左侧肋缘下切口，长约 12 cm，逐层切开进
腹。探查见腹腔脏器反转，胆总管直径约 3 cm，胆
总管及胆囊内均可扪及多个结石，肝脏成胆汁淤积
性改变。探查胆囊区域，可见胆囊与周围组织轻度
粘连，解剖结构清楚。显露胆囊三角，钝性解剖胆
囊三角，游离胆囊管，其远端近胆总管 0.5 cm 处以
可吸收线结扎，于胆囊管近端再次用可吸收线结扎
并离断。
游离胆囊动脉，用可吸收线结扎后于远端切断
后完全切除胆囊。显露肝十二指肠韧带，分离显露
胆总管。细丝线在胆总管前壁作相对的两针牵引

4 讨论
全内脏反位是极为罕见的解剖变异，其合并胆
管结石亦有相关报道，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关于全内
脏反位合并胆管结石的病例报道

[4-17]

，见表 1。目前

此病例发病率极低且治疗方法各异，其治疗方法主
要有腹腔镜或开腹胆总管探查术
术

[20-21]

内镜下网篮取石术

[18-19]

、肝部分切除

[22-25]

，等。

在本病例中，我科团队为患者成功实施了胆囊
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 管引流术，但患者术后出
现胆总管下端狭窄，导致结石复发。因患者全内脏
反位导致十二指肠乳头开口处与内镜镜头严重成
角，反复尝试 ERCP 不成功，故在胆总管切开取石

缝线，在两根缝线之间纵行切开胆总管前壁长约

后，解除患者胆管下端狭窄成为阻止患者胆管结石

1.5 cm。可见胆汁呈混浊黄色，胆总管壁厚约 2

反复形成的主要困难和关键所在。因此，面对内脏

mm，胆总管内有棕色结石数枚，质地中等，取出胆

反位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我科诊治经验如下：①

总管内结石。然后用胆道镜探查胆道，见左右肝管

应该先尝试行 ERCP 取石术，避免一开始就行外科

内少量散在结石，取石网篮取出结石数枚，再探查

干预；② 对于内镜下取石可行性较小的患者，可

左右肝管无结石后冲洗胆道。胆总管内置 T 形引

考虑外科干预，如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并 T 管引流

流管，细丝线间断缝合胆总管前壁。无菌生理盐水

术，但对肝内胆管结石部分应避免盲目切肝，防止

注入 T 管内胆总管缝合处无液体渗漏，T 管自左侧

给患者造成较大创伤及切肝过程中不必要的并发

腹壁另戳口引出并固定。检查手术野无活动性出

症，要考虑到肝内胆管结石很可能是由于肝外胆管

血及胆汁渗漏。手术室器械护士共同清点核对器

梗阻导致的，可先行经胆总管的网篮取石或钬激光

械敷料 2 遍无误。间断缝合腹壁。手术切口覆盖

碎石术，解除远端胆管梗阻，如本例患者；③ 胆管

无菌敷料并固定，患者术后安返病房。患者术后恢

结石的治疗最重要的是根除结石形成原因，而非取

复可，无出血、胆汁漏、感染等并发症。术后病理

出结石本身；④ 对于全内脏反位的胆管结石患者

回报：（胆囊）胆石症，并慢性腺性增生性胆囊

要有耐心，一期治疗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可

炎。术后诊断：梗阻性黄疸、胆管结石伴胆管炎、

能需要多次治疗才可能根治，应向患者及家属交代

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术后 2 周 T 管造影未见

该情况。

结石，遂出院。

2.3 胆管支架置入术
首先在胆道镜下探查十二指肠乳头，发现十二
指肠乳头处狭窄明显，遂在胆道镜下将黄斑马导丝
经十二指肠乳头置入十二指肠内；同时经口进十
二指肠镜至十二指肠乳头处，确定导丝经乳头进入
十二指肠。在体外，胆管支架沿导丝经胆总管逆向
推进，内镜下见胆管支架经十二指肠乳头置入十二
指肠内（图 1f），胆汁流通顺畅，X 线摄影见胆管支
架位置正常（图 1g），解除了胆管下端狭窄。

3 术后随访结果

本团队为全内脏反位并胆管结石患者实施了
内镜下经胆总管逆向胆管支架置入术，该术式尚未
见相关报道。该方法的主要优点为彻底解除了患
者的胆总管下端狭窄，从根本矫正了患者胆总管结
石生成的决定性因素，避免了肝切除等手术治疗，
解除了患者病痛，避免了更大的创伤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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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内脏反位合并胆管结石的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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