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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胆总管结石患者腹腔镜胆总管探查
术后一期缝合的疗效观察
蒋松霖，叶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胆道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后一期缝合治疗年龄≥70 岁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疗

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因胆总管结石接受 LCBDE 治疗的 62
例年龄≥70 岁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 30 例 LCBDE 后行 T 管引流（T 管引流组），有 32 例 LCBDE 后行一期胆总
管缝合（一期缝合组），比较 2 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情况。结果 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BMI、术前合并症、术前
ASA 分级、最大结石直径、石数量及胆总管直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
费用、术后总并发症及再入院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T 管引流组比较，一期缝合组术中出血量
更少（P<0.05）、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5）。结论 对于年龄≥70 岁的胆总管结石患者，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确
保术中手术操作熟练的情况下，LCBDE 后行一期胆总管缝合安全、可行，更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
【关键词】 高龄患者；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一期缝合；T 管引流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rimary suture following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in patients aged over 70 years with common bile duct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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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 of primary suture following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LCBDE)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aged over 70 years old with common bile duct (CBD) ston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2 patients aged over 70 years old with CBD stones underwent the LCBDE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 30 patients underwent the T tube drainage (T tube drainage group) and
32 patients underwent the primary suture (primary suture group) following the LCBDE. Th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statuses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preoperative comorbidities and ASA classification, number and maximum diameter of CBD stone,
and diameter of CB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per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cost, rates of tota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readmi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T tube drainage group, the amount of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was less (P<0.05) and th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as shorter (P<0.05) in the primary suture group. Conclusion Primary suture is safe and feasible following
LCBDE for patients aged over 70 years old with CBD stones in case of strict indications and proficiency intraoperation
and it is more beneficial to recovery of patient.
【Keywords】 elderly patient;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primary suture; T tube drainage

胆总管结石的主要治疗措施仍是手术治疗。

[1]

生率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

随着微创外科理念在临床上不断深入，腹腔镜胆总

加快，对老年人多发疾病的防治工作日益重视。有

管探查术（LCBDE）因其微创性及较低的并发症发

文献 报道，目前我国老年胆石症的发病率高达

[2]

20%。手术仍是老年胆石症患者的主要手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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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年患者各器官发生退行性改变，机体免疫力
降低，对手术创伤应激明显，使得手术、麻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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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术后并发症增多

[3-4]

。特别是对于年龄≥70 岁

1.4 统计学方法

的患者，身体各器官退行性改变尤其明显。对于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LCBDE 后选择一期缝合或是安置 T 管引流的选择

准差（ x ±s）表示，2 组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仍存在一定争议，尤其针对老年患者。本研究比较

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 检验。检验水准

了年龄≥70 岁的胆总管结石患者 LCBDE 后分别实

α=0.05。

行一期缝合及 T 管引流的疗效差别，为治疗高龄胆
总管结石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依

2

2 结果
2.1 2 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

据。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笔者所在科室

1 资料与方法

行 LCBDE 患者 62 例，术前合并高血压病 23 例，心

1.1 病例纳入和分组

脏相关疾病 3 例（冠心病史、心律失常等），糖尿病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四川

12 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1 例，脑梗病史 3 例，

大学华西医院胆道外科诊断为胆总管结石并初次

肝硬化 1 例，其他慢性疾病如痛风等 3 例。其中一

行 LCBDE 且符合以下条件者：① 生理年龄≥70

期缝合组 32 例，T 管引流组 30 例，2 组患者的性

岁；②B 超或 MRI 确诊为胆总管结石但无肝内胆

别、年龄、BMI、术前合并症、术前 ASA 分级、最大

管结石。根据 LCBDE 后行胆总管一期缝合或安置

结石直径、胆总管结石数量及胆总管直径比较差异

T 管引流分为一期缝合组和 T 管引流组。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 T 管引流组的腹或

1.2 手术方法
1.2.1 术前准备 术前控制血压≤160/100 mm
H g （ 1 m m H g = 0 . 1 3 3 k P a ） ， 空 腹 血 糖 ≤1 0 . 0

盆部手术史患者比例比一期缝合组高（P<0.05）。
见表 1。

2.2 2 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

mmol/L。术前充分评估心、脑、肺等重要器官功能

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见，2 组患者的手术时

状态，对于合并心、脑、肺等重要脏器疾病患者，术

间、住院费用、术后总并发症及再入院率比较差异

前请相应科室会诊并充分评估手术风险。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T 管引流组比较，一

核对患者、手术部位和术

期缝合组术中出血量更少（P<0.05）、术后住院时间

式，患者全身麻醉满意后建立气腹。探查胃、肝、

更短（P<0.05）。一期缝合组 1 例患者因胆汁性腹

脾脏等脏器，明确腹腔内有无其他脏器病变。腹腔

膜炎再入院；而 T 管引流组 2 例患者均因 T 管脱

镜下切除胆囊，然后用电凝钩纵行切开胆总管前

落再入院观察治疗，其中 1 例患者二次手术重新安

壁，并用剪刀扩大切口至 1.5 cm（可根据结石直径

置 T 管，另外 1 例患者于术后 14 d T 管脱落再入院

适当扩大切口）。使用胆道镜取净结石，并探查证

观察，观察期间无异常表现，未重新安置 T 管。T

实十二指肠乳头通畅性。置入 22 号 T 管，用 4-0 可

管引流患者带 T 管时间为（29.27±9.07）d。

1.2.2 LCBDE+T 管引流

吸收抗菌薇乔缝线全层间断缝合胆总管切口，边距
1 mm，针距 2 mm。于温氏孔放置腹腔引流管。

3 讨论

查、取石、放置腹腔引流管等操作同 1.2.2。在确保

3.1 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手术方式选择
高龄（本研究中为年龄≥70 岁）患者往往合并

取尽结石后，用 4-0 可吸收抗菌薇乔缝线全层间断

各种慢性疾病，对其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更加慎

缝合胆总管切口，边距 1 mm，针距 2 mm。

重。传统治疗胆总管结石采用开腹胆总管切开取

1.3 观察指标

石，但其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较多。随着微创

1.2.3 LCBDE+一期缝合

麻醉、气腹建立、手术探

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腹或盆

理念的深入和技术的提高，开腹手术已不是首选。

部手术史及术前合并症（如高血压病、2 型糖尿病、

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虽然微创，但其破

脑梗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胆总管直径、

坏了 Oddi 括约肌的结构功能，造成返流性胆管

胆总管结石数量、最大结石直径、手术时间、术中

炎，结石复发率较高，并且 EST 后需二期行腹腔镜

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术后并发症

胆囊切除术，需行两次手术，增加了患者的手术风

如胆汁漏、腹腔或切口感染、水电解质紊乱、肝功、

险 。LCBDE 一次性切除胆囊及清除胆总管结石减

术后并发胰腺炎、胆汁性腹膜炎、残余结石、结石

少了开腹手术与 EST 治疗的风险，是治疗老年胆总

复发、术后胸痛、再入院情况等。

管结石患者的理想术式。但目前对 LCBDE 后是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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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管引流组与一期缝合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结果
一期缝合组
（n=32）

指标

T 管引流组
（n=30）

一期缝合组
（n=32）

T 管引流组
（n=30）

统计量

P值

手术时间
（min，x ±s）

110.88±19.92

109.50±12.62

t=0.343

0.733

χ2=0.089 0.802

术中出血量
（mL，x ±s）

17.37±7.03

22.78±9.47

t=–2.684 0.009

术后住院时间
（d，x ±s）

3.98±1.85

5.65±2.27

t=–3.336 0.001

住院费用
（万元，x ±s）

1.89±0.66

2.14±0.60

t=–1.658 0.102

统计量

P值

性别［例（%）］
男

18（56.25）

18（60.00）

女

14（43.75）

12（40.00）

75.71±3.82

75.89±4.91

t=–0.174 0.863

BMI（kg/m ，x ±s） 22.41±2.53

21.97±3.02

t=0.659

年龄（岁，x ±s）
2

0.512

腹或盆部手术史
［例（%）］
无

29（90.60）

20（66.70）

有

3（9.40）

10（33.30）

χ2=4.015 0.029

术前合并疾病
［例（%）］
无

14（43.75）

16（53.30）

有

18（56.25）

14（46.70）

χ2=0.569 0.612

术前 ASA 分级
［例（%）］
18（56.25）

14（46.67）

Ⅲ级

14（43.75）

16（53.33）

最大结石直径
（cm，x ±s）

1.35±0.49

1.40±0.51

χ2=0.569 0.682
t=–0.411 0.537

术后总并发症
［例（%）］

7（21.88）

9（30.00）

χ2=0.534 0.566

胆汁漏

1（3.13）

1（3.33）

χ2=0.000 1.000

水电解质紊乱

2（6.25）

3（10.00）

χ2=0.006 0.667

肝功异常

0（0）

1（3.33）

-*

感染

3（9.38）

4（13.33）

χ2=0.008 0.703

术后胸痛

1（3.13）

0（0）

-*

1（3.13）

0.484

1.000

2

2（6.67）

χ =0.003 0.607

*：用 Firsher 确切概率法

前需要复查 B 超并行 T 管造影，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以及时间成本。本研究中安置 T 管引流患者带 T

胆总管结石数量
［例（%）］
2（6.25）

1（3.33）

1枚

14（43.75）

10（33.33）

2枚

5（15.63）

7（23.33）

3枚

7（21.87）

4（13.33）

≥4 枚

4（12.5）

8（26.67）

胆总管直径
（cm，x ±s）

指标

再入院［例（%）］

Ⅱ级

泥沙样

表 2 2 组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

1.71±0.39

1.77±0.49

管时间为（29.27±9.07） d。④T 管携带不便，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并且其牵拉往往使术后疼痛明显，造
χ2=0.708 0.444

成患者较难配合术后尽早下床活动，特别对于年
龄≥70 岁的高龄患者，长时间卧床易发生肺部感
[10]

染、肺不张、下肢静脉血栓等情况 。⑤ 安置 T 管
t=–0.562 0.576

常常会面临 T 管意外脱出、胆管逆行感染等风险，
有时需要再入院治疗，甚至需接受二次手术。本研
究中，30 例安置 T 管引流患者中，有 2 例患者因为

[6-7]

置 T 管引流还是采用一期直接缝合仍有存议 。

T 管意外脱离而再次入院观察，其中 1 例患者再次

3.2 T 管引流
LCBDE 后安置 T 管引流的主要目的在于顺畅
引流胆汁，降低胆管压力，预防术后胆管狭窄，有
利于术后胆管造影及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经
[8]
T 管取胆总管残留结石等。但有文献 指出，如果
术后再次出现胆总管结石情况，可采取 ERCP、EST
等方法取出结石，没有必要为取残余或复发的胆总
管结石而特意安置 T 管，并且安置 T 管亦存在自身
的不足，特别是针对高龄患者可引起相应的并发
症：① 胆汁持续大量引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紊乱，特别是对于年龄≥70 岁高龄患者可能会造成
严重后果。② 长时间胆汁引流影响胆汁酸的肝肠
循环，胆汁丢失明显，脂类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影
响高龄患者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不利于患者术后
[9]
康复 。③T 管安置时间一般为术后 3～4 周，拔出

手术安置 T 管。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从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术后风险，降低了微创手术带来的收益。

3.3 一期缝合
[11-15]
大量文献
报道，LCBDE 后一期缝合胆总管
安全、有效。但对于老年患者，特别是对于≥70 岁
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在 LCBDE 后采用一期缝合的
安全性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70 岁高
龄患者 LCBDE 后行一期缝合和安置 T 管，2 组患
者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行
一期缝合组术中出血量少于 T 管引流组，并且一期
缝合组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T 管引流组
（P<0.05）。T 管引流组的住院费用略高于行一期缝
合组，但 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组患者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果提示，对于年龄≥70 岁的高龄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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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结石患者，LCBDE 后在符合一期缝合的适应

律失常等），糖尿病 12 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1

证下行一期缝合是安全、可行的，即包括：① 术前

例，脑梗病史 3 例，肝硬化 1 例以及其他慢性疾病

影像学检查（MRI 或 CT）提示胆总管结石但无肝内

如痛风等 3 例，术前要充分评估心脏、肝脏、肺、肾

胆管结石；② 胆总管直径>0.8 cm；③ 术中胆道镜

脏等重要器官功能是必不可缺的步骤，并请相应专

探查胆总管证实胆总管结石已取净；④ 胆总管下

科医师会诊处理，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端通畅，Oddi 括约肌功能良好。

疾病患者，围手术期做好血压以及血糖控制尤为重

3.4 一期缝合的注意事项
尽管 LCBDE 后一期缝合是安全、可行的，但是
并不能完全替代 T 管引流。术后一期缝合操作过
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① 对于术前合并明显胆管
炎、胆管壁明显水肿、胆总管直径过细（≤0.8 cm）、
胆总管下端狭窄、术前或术中发现肝内胆管结石以
及术中不排除结石残余的患者慎重选择行一期缝
[16]
合 。② 操作熟练、轻柔，取净结石，用可吸收抗
菌薇乔缝线全层缝合胆总管切口，以边距 1 mm 及
[17]
针距 2 mm 为宜，有学者 提出使用倒刺线缝合胆
总管，不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缩短手术时
间。
3.5 一期缝合并发症的预防
目前，LCBDE 后一期缝合的效果得到肯定，但
是推广不理想，仍有较多的临床医师在临床应用中
有所疑虑。术后胆汁漏是外科医师在临床实践中
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并发症之一。Muzaffar 等
[18]
研究发现，共计 72 例患者行胆总管一期缝合，胆
汁漏的发生率为 5.5%。本研究中 32 例患者在一期
缝合患者术后胆汁漏 1 例，发生率为 3.13%。分析
其原因可能为胆总管一期缝合术后胆管压力高于
[19-20]
安置 T 管，术后胆汁漏可能与胆管压力有关
。
[21-22]
针对术后胆管压力高，有研究者 提出，在术前预
行鼻胆管引流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胆总管一
期缝合术后因其胆管压力过高而导致胆汁漏。也
[23-24]
有其他研究者
认为 J 型管胆总管内引流合并一
期缝合治疗可以避免安置 T 管的种种不足之处。
[25]
另外，有文献 报道，一期缝合术后胆汁漏与可吸
收线的选择、胆管壁水肿程度等也有一定相关性，
建议胆管厚壁者选用 4-0 可吸收线，薄壁者选用 50 可吸收线。
3.6 高龄患者围手术期管理
对于年龄≥70 岁的高龄人群常伴有多种慢性疾
病且机体功能明显减退、血管组织弹性不足，免疫
力和创伤后愈合能力显著降低，所以围手术期的并
[26]
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较高 。因此，对此要做好充
分的围手术期准备，是提高手术安全性及降低术后
并发症和死亡率的必要条件。本研究中患者合并
高血压病 23 例，心脏相关疾病 3 例（冠心病史、心

要；术前还需要充分评估冠状动脉情况，预防术中
或术后出现心脑血管意外。营养状况也不可忽视，
我们对术前常规进行营养评分对 NRS-2002≥3 分者
请营养科会诊，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只有在术前做
到充分评估，严密监测，积极干预，才有利于高龄
[27]

患者安全度过围手术期 。
总之，对于年龄≥70 岁胆总管结石患者，在做
好充分围手术期管理的情况下，LCBDE 后一期缝
合安全、可行，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避免安置 T
管所造成的并发症，提高患者围手术期生活质量及
利于围手术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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