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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后
肝断面感染原因分析及处理
李强，李伟男，杨刚，唐涛，徐建，李敬东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 川北医学院肝胆胰肠疾病研究所（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 目的 分析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患者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术后肝断面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处理策
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复杂肝内胆管结石行腹腔镜肝叶切
除治疗的 4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肝断面感染、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患者一般情况、手术情况、抗生素使用
时间、引流管放置时间及引流量情况，并分析引起肝断面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45 例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复
杂肝内胆管结石患者术后发生肝断面感染 13 例，感染率为 28.89%；13 例感染患者分离出 24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
阳性菌 9 株，革兰阴性菌 15 株；术后肝断面发生胆汁漏 16 例，断面积液、积脓 5 例；平均引流量 200 mL；术中
放置双套管 10 例；术后 B 超或 CT 介入下重置引流管 23 例，引流管放置时间平均为 8 d，引起全身感染 2 例。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多次胆道手术史、合并肝硬化、术中放置双套管、手术时间及术后胆汁漏与复杂肝内胆
管结石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术后肝断面感染有关（P<0.05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多次胆道手术史及术后胆
汁漏是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后发生肝断面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0），而术中放置双套管是
其保护因素（P<0.050）。结论 对于复杂肝内胆管结石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患者，可针对其术后肝断面感染的
相关危险因素加强术前管理和术中精细操作进行预防，若术后发生了肝断面感染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策略。
【关键词】 复杂肝内胆管结石；肝断面感染；腹腔镜肝叶切除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liver re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for complicated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LI Qiang, LI Weinan, YANG Gang, TANG Tao, XU Jian, LI Jingdong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Institute of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Diseases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P. R.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ngdong, Email: lijingdong358@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liver re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for patient with complicated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5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 underwent laparoscopic hepatectomy from
January 2014 to April 2017 in this hospital were analyzed. The liver re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rate, pathogenic bacteria
distribution, factors of operation, antibiotic use time, volume of drainage, and tube placement time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3 cases of liver re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occurred following 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in the 45 cases,
the infection rate was 28.89%. Totally 24 strains of pathoge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infected patients, including 9 strains
of gram-positive bacteria and 15 strains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e mainl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ded 16
cases of biliary fistula, 5 cases of effusion and empyema, the average drainage volume was about 200 mL after surgery. The
double pipe were placed in the 10 patients during intraoperation. The drainage tubes were placed in the 23 patients under
the ultrasound or CT intervention after the surgery, the average time of drainage tube placement was 8 d.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ast biliary surgery, combined with liver cirrhosis, double pipe drainage, oper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bile fistula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liver 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P<0.05).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the past biliary surgery and post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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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e fistula were the risk factors, while the double pipe drainage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for liver re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Conclusions Prophylactic treatment such as perfect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careful intraoperation should be taken for risk factors of liver 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hepatolithiectomy. Actively effective treat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given if postoperative liver section
infection existence.
【Keywords】 complicated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 liver section surface infection;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肝内胆管结石是临床常见肝胆管疾病，其具有

况完成肝叶切除，包括左肝外叶切除、肝段切除、

术后结石残留率和复发率均高的特点，往往需要多

多肝段联合切除或半肝切除。部分合并胆总管结

次手术，而且部分复杂肝内胆管结石往往还合并复

石患者术中附加胆囊切除，联合胆道镜检查并行 T

杂的解剖及病理生理结构的改变，其术后并发症较

管引流。术中肝断面常规缝扎止血及缝扎断面肝

多

[1-3]

，如肝切除术后断面感染等常是困扰外科医师

管，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于肝断面。术后第 3 天常

的难题。腹腔镜肝叶切除以其手术创伤小、切口感

规行腹部 B 超检查，根据患者全身或局部感染症状

染率低、住院时间短等微创的优势目前得到越来越

的程度必要时行腹部 CT 扫描。经 B 超或 CT 检查

多的开展

[4-7]

。然而，腹腔镜肝切除手术需借助相关

明确腹腔内感染灶存在时，在 B 超或 CT 介入下通

能量平台及器械完成，术中热传导及能量器械切割

过腹腔穿刺置管持续冲洗引流或经原引流管放置

容易导致保留肝组织及其管道系统损伤，特别是对

双套管引流，并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以明确感

微小胆管损伤后容易发生肝切除断面胆汁漏，继而

染灶性质，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性静脉使用抗生素，

导致感染。因此，如何预防和处理术后肝断面感染

外用中药外敷。

以加速患者术后康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

1.4 观察指标

者现就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分析或统计患者一般情况、手术情况、引流管

4 月期间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

放置时间、引流量情况、肝断面感染率、病原菌分

患者术后并发肝切除断面感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

布情况以及引起肝切除术后肝断面感染的危险因

探讨其处理策略。

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① 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患者要求符合如下情形
之一：术前有多次胆道手术史，合并肝硬化，合并
胆管炎或肝脓肿，结石多段分布或弥漫性分布，特
殊部位肝胆管结石（Ⅶ、Ⅷ段及尾状叶），合并胆管
细胞癌，合并肝门部胆管狭窄。② 患者接受完全
腹腔镜肝叶切除术。③ 术后肝断面引流液细菌培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单因素分析采用 χ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多因素
分析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手术相关结果
45 例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患者中行左肝外叶切

养阳性。

除 5 例，半肝切除 20 例，不规则肝切除 10 例，多肝

1.2 一般资料

段联合切除 8 例，肝三叶切除 2 例；附加胆囊切除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25 例，胆总管探查或取石 T 管引流 35 例。手术时

月期间采用腹腔镜肝叶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

间 100～ 450 min， 平 均 250 min； 术 中 出 血 量

石患者 45 例，其中男 14 例，女 31 例；年龄 33～75

100～500 mL，平均 200 mL。术后肝断面发生胆汁

岁，平均年龄 55 岁。多次胆道手术史患者 20 例，

漏 16 例，肝断面积液、积脓 5 例；术中放置双套管

合并胆管炎患者 32 例，合并肝硬化患者 10 例，肝

10 例；术后平均引流量约 200 mL（50～300 mL）；

脓肿患者 2 例，恶性肿瘤患者 2 例；结石分布类

放置引流管时间 5～14 d，平均为 8 d；全身感染 2

型：Ⅰ型 34 例，Ⅱa 型 7 例，Ⅱb 型 3 例，Ⅱc 型 1

例。术后发生肝断面感染 13 例（28.89%），术后经

例。

B 超或 CT 介入下重置引流管 23 例。分离出 24 株

1.3 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

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9 株（金黄色葡萄菌 2 株、

所有患者均在完全腹腔镜下根据结石分布情

粪肠球菌 4 株及屎肠球菌 3 株），革兰阴性菌 1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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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 7 株、肺炎克雷伯菌 2 株、阴沟肠杆菌
2 株及铜绿假单胞菌 4 株），主要为大肠埃希菌和

表 1 腹腔镜肝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后肝断面感染
发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粪肠球菌。

临床相关因素

2.2 发生肝断面感染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既往多次胆道手术史、合并肝硬化、术中放置
双套管、手术时间及术后胆汁漏与复杂肝内胆管结
石行腹腔镜肝叶切除术后肝断面感染的发生有关
（P<0.05），见表 1。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胆道手术史及术后
胆汁漏是腹腔镜肝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
后患者肝断面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OR=5.450，
P<0.001；OR=43.205，P<0.001），术中放置双套管
是其独立保护性因素（OR=0.017，P=0.071），见表
2。

性别

3 讨论
肝内胆管结石在我国及东南亚国家有较高的
发病率

[8-10]

，其病因复杂，与肝内感染、胆汁淤积、

胆管蛔虫等因素有关

[11-12]

。肝内胆管结石可弥漫存

在于肝内胆管系统，也可局限发生在某肝叶或肝段
胆管内。复杂肝内胆管结石往往合并有复杂的解
剖以及病理生理结构的改变，如合并胆管炎，反复
发作导致迁延不愈；合并肝实质病变，如肝组织坏
死，形成肝脓肿；有的甚至因胆石的反复刺激、胆
管炎反复发作以及胆汁淤积而合并肝胆管癌发生
15]

[13-

。对肝内胆管结石患者采取及早而有效的治疗措

施非常必要。
目前，肝内胆管结石在治疗上以外科手术治疗
为主，手术要求彻底清除结石，切除狭窄的胆管及
病变的肝脏组织，因而肝切除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
的主要外科手段

[16-17]

。然而，术后感染是肝内胆管

结石术后常见并发症

[18-19]

n

肝断面感染 ［例（%）］

男

14

3（21.42）

女

31

10（32.26）

≥60

10

4（40.00）

<60

35

9（25.71）

有

32

12（37.50）

无

13

1（7.69）

有

20

11（55.00）

无

25

2（8.00）

有

10

6（60.00）

无

35

7（20.00）

Ⅰ型

34

9（26.47）

Ⅱ型

11

4（36.36）

≥3 h

23

11（47.83）

<3h

22

2（9.09）

有

16

12（75.00）

无

29

1（3.44）

有

27

1（3.70）

无

18

12（66.66）

有

32

10（31.25）

无

13

3（23.07）

χ2 值 P 值

0.15

0.699

年龄
0.234 0.629

术前合并胆管炎
2.679 0.102

既往多次胆道手术史
11.948 0.001

合并肝硬化
4.267 0.039

结石分布类型
0.061 0.805

手术时间
8.213 0.007

术后胆汁漏
22.332 <0.001

术中放置双套管
20.841 <0.001

术中 T 管引流
0.034 0.853

，特别是肝断面感染及切

口感染发生率较高，且断面感染灶与切口之间容易
形成窦道，长期经窦道形成胆汁漏使得切口经久不

表 2 腹腔镜肝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后肝断面感染
发生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愈，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有些患者需再次

相关因素

手术处理窦道，增加了患者心里和经济负担。腹腔

既往胆道术史

镜肝切除具有明显的微创优势，使得切口感染率及

术后胆汁漏

切口窦道形成大大下降，特别是对多次胆道术后患

术中置双套管

Wald 值 P 值
16.015
151.035
5.727

<0.001

OR 值 95%CI
5.450 （02.371，12.473）

<0.001 43.205 （23.695，78.754）
0.071

0.017 （00.002，00.178）

者获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及患者均接受该
术式

[20-22]

。然而腹腔镜手术需借助能量平台及器械

切肝、结扎管道，术中可导致肝组织及管道热传导
损伤，术后肝断面仍会发生感染，因此积极寻找感
染原因及易感因素，术中仔细检查，术后及时处
理，从而避免或减轻肝切除术后断面感染发生。

本研究对复杂肝内胆管结石采用腹腔镜肝叶
切除治疗，结果发现，术后肝断面感染发生率为
[23-24]
28.89%，分析其主要原因
：① 术中肝断面处理
欠佳，胆汁漏致胆源性感染；断面取石过程中结石
污染断面导致断面积液、积脓；断面积液引流不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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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导致肝切除术后断面感染的因素。② 未根据
肝内胆管结石的分布特点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肝
脏组织切除范围不够导致结石残留过多，术中未放
置 T 管引流而致术后反复发作胆管炎及胆管感
染。③ 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往往合并全身营养较差
及胆管炎改变，部分患者既往有多次胆道手术史、
手术时间较长而导致术后机体免疫力下降，加之混
有感染的胆汁污染创面，术后极易发生断面感染。
因此，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术中对断面胆管进行
有效结扎或缝闭，细致操作，避免大块钳夹肝组织
及随意使用高功率能量器械凝闭胆管，对半肝切除
患者常规行胆总管 T 管引流，术中采取保护措施尽
量避免取石过程中结石污染断面可明显降低术后
胆瘘导致的肝断面感染。
本研究还对复杂肝内胆管结石腹腔镜肝叶切
除术后肝断面感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单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术前合并胆管炎、既往多次胆道手术史、
术前合并肝硬变、手术时间、术后胆汁漏及术中置
双套管与其术后肝断面感染发生有关；进一步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多次胆道术史及术后胆汁
漏是腹腔镜肝切除治疗复杂肝内胆管结石术后患
者断面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术中放置双套管是
其保护性因素。因此，针对高危患者，避免急诊手
术，术前应纠正全身不良状态，加强营养支持，改
善肝功能，有效控制胆管炎，术前预防性使用有效
抗菌药物，术中常规留取胆汁做培养以备术后选择
性使用抗菌药物，术中常规放置双套管，术后持续
冲洗引流，保持创面清洁，这样可有效降低术后肝
断面感染发生率。对术后已经明确的肝断面感染，
应积极穿刺引流，行引流物培养并针对性使用抗菌
药物，同时使用中药外敷，如大黄、芒硝、大蒜制成
粉末后外敷肝断面腹壁，这些措施可明显缓解术后
断面感染导致的症状及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者断
面感染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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