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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4 种解剖标志帮助识别胆囊管避免胆管损伤
（附 316 例报道）
李晓东，刘山，郑本波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四川德阳 618000）

【摘要】 目的 总结 4 种解剖标志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对胆囊管的辨识作用。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传统的 3 孔法或 4 孔法）的患者共 316 例，术中用 4
种解剖标志中的至少 2 种进行相互印证辨识清胆囊管后再切断胆囊管。结果 316 例患者中，3 例患者因术中意
外原因中转开腹，1 例患者因长期慢性炎症造成胆囊管挛缩，增厚水肿的胆囊颈紧贴胆总管，应用 4 种解剖标志
成功辨识出此种变异，术中顺利切除胆囊，无一例患者发生胆管损伤。结论 笔者总结的这 4 种解剖标志的寻找
与相互印证可以很好地帮助识别胆囊管，从而避免胆管损伤。
【关键词】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道损伤；Rouviere 沟；肝门板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治疗胆囊良性疾病的

剖标志在消瘦患者中容易辨认。但是在如肝门板

“金标准”术式，但其术中胆管损伤仍难完全避

脂肪较多或在胆囊炎较重的患者中，由于肝门板充

免。对胆管结构的错认是造成胆管损伤的最主要

血水肿而此解剖标志辨认困难，若非要暴露此结

原因。准确辨认胆囊管是避免胆管损伤的关键。

构，在分离过程中广泛离断胆总管周围组织有术后

笔者结合既往解剖知识和多年来自身的经验提出

胆总管缺血的风险。② 解剖标志 2—Rouviere 沟

了 4 种解剖标志来帮助识别胆囊管，以避免胆管损

（图 2）。Rouviere 沟是肝右后叶 Glisson 蒂进入肝

伤，并将这种识别方法应用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7

脏的表面标志，其往肝门的方向通常正对胆囊颈与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316 例患者中，现将其结果报道

胆囊管移行部，是胆囊切除术中寻找和辨认胆囊管

如下。

的可靠标志，但也有无 Rouviere 沟出现或变异情况
出现，如胆囊管并非从右侧汇入胆总管而从前方汇

1 临床资料

入胆总管（图 3），此时 Rouviere 沟的指向性不准，
需注意。③ 解剖标志 3— 胆囊三角中的胆囊动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四川省德

脉走行（图 4）。若在其中看到胆囊动脉走行则其

阳市人民医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共 316 例，

尾侧的管道通常为胆囊管。但是胆囊动脉的起始

其中男 97 例，女 219 例；年龄 28～86 岁、

部变异较多，通常在靠近胆囊壶腹的位置位于胆囊

（53.0±3.2）岁。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252 例，急性结

管的头侧，还是有一定指示作用。④ 解剖标志

石性胆囊炎 59 例，胆囊息肉 2 例，慢性非结石性胆

4—胆总管为下臂、胆囊板为右上臂及脐板为左

囊炎 3 例。

上臂的 Y 形结构（图 5）。从肝门板的大体观上来

1.2 方法

把握胆囊管与胆总管的位置关系，肝门板是围绕第
采用常规三孔或四孔法：脐

一肝门并包绕 Glisson 系统的结缔组织鞘，包括胆

周 10 cm 孔为进镜观察孔，剑突下 10 cm 孔为主操

囊板和脐板。胆总管、胆囊板和脐板构成一个胆总

作孔，右肋缘下 5 cm 孔（一处或两处）为辅助操作

管为下臂、胆囊板为右上臂及脐板为左上臂的 Y 形

孔。

结构。如果在分离过程中，我们认为的“胆囊管”

1.2.1 Trocar 布局

① 解剖标志 1— 胆囊

已经越过 Y 形结构的中线到达了脐板这一侧，则该

管、胆总管及肝总管构成的 T 形结构（图 1）。此解

管道多半不是胆囊管而是胆总管，不能贸然离断。

1.2.2 寻找解剖标志

1.3 方法
DOI：10.7507/1007-9424.l201802061

常规 3 孔法或 4 孔法行胆囊切除术。术中辨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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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E
B
C

图1

示解剖标志 1— 肝总管、胆总管及胆囊管构成 T 形
结构

图4

示解剖标志 3—胆囊三角中的胆囊动脉走行
C：胆囊管；E：胆囊动脉

A：肝总管；B：胆总管；C：胆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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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示解剖标志 2—Rouviere 沟

图5

示解剖标志 4—胆总管为下臂、胆囊板为右上臂及脐
板为左上臂的 Y 形结构

A：肝总管；B：胆总管；C：胆囊管；D：Rouvier 沟

B：胆总管；F：脐板；G：胆囊

的胆囊管，术中于胆囊颈处切除胆囊，胆囊颈断端
予以间断缝合封闭。无一例患者出现胆管损伤。
A

C

2 讨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经成为治疗胆囊良性疾

D
B

病的“金标准”术式。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经验积累，很多复杂严重的胆囊手术，如化脓
坏疽性胆囊炎、萎缩性胆囊炎、胆囊穿孔等也可以

图3

示变异情况，胆囊管从前方汇入胆总管

A：肝总管；B：胆总管；C：胆囊管，D：Rouviere 沟

用腹腔镜来完成

[1-3]

，这要求在认清解剖的基础上，

强调完整切除胆囊，而不是部分切除胆囊或行胆囊
[1]

造瘘术 ，因为残余胆囊结石甚至以后可能合并的

以上 4 种解剖标志，一边切开胆囊前后三角的浆

胆总管结石为二次手术增加了难度和损伤胆总管

膜，一边寻找胆囊管。必须用至少 2 种解剖标志进

的可能性

行相互印证后再切断胆囊管。

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 0.3%～0.7%

1.4 结果

管损伤即使修补成功，也可能合并后期胆管狭窄的

[4-5]

。而胆管损伤是胆囊切除术最严重的
[6-8]

，一旦发生胆

316 例患者中，2 例患者因术中分离粘连损伤

发生，患者往往反复接受胆道手术，长期的胆管炎

了十二指肠及 1 例患者因肝脏右后并逆时针转位

甚至可能导致胆汁性肝硬化，如果不能进行肝脏移

造成胆总管移位于门静脉右后方而中转开腹，中转

植，则可能死亡。因此，预防胆管损伤特别重要，

开腹率为 0.95%。1 例患者因长期慢性炎症造成胆

也成为了合格胆道外科医师的努力目标。

囊管挛缩，增厚水肿的胆囊颈紧贴胆总管，应用以

笔者早年因为误认了胆囊管曾经也发生过 1

上 4 种解剖标志成功辨识出了已经挛缩消失变异

例胆管损伤，患者一期胆总管对端吻合后 T 管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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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年，拔除 T 管后还是发生了胆管狭窄和肝内胆
管结石，最后再次行胆肠吻合手术解决了问题。随
后总结经验后逐渐认识到，术中不管是因为炎症、
粘连或变异，如果误认了组织结构，那么损伤的发
生也就无可避免了。
某些因为炎症严重或解剖结构变异导致的复
杂胆囊切除术

[1, 3]

，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使得发生

包括胆管损伤等并发症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的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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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前方汇入胆总管的变异情况时，则 Rouviere 沟
的指向性不准，需警惕。
总之，笔者认为识别解剖标志是一种非常有用
的工作流程，综合识别这 4 种解剖标志且相互印证
来辨认胆囊管，可以准确地把握胆囊管与胆总管的
位置关系而避免胆总管的损伤，能够对胆道外科医
师特别是年轻的胆道外科医师起到很好的指导
作。

囊切除术。一方面，胆囊炎症较重的情况下，胆囊
三角常常充血水肿和粘连，胆囊管、肝总管及胆总
管解剖关系不清；另一方面，部分萎缩性胆囊炎会
出现胆囊管挛缩闭合，术中胆囊管无法解剖清楚。
因此，手术应在充分暴露的前提下，通过反复确认
组织结构并且要相互印证后才有可能避免出现胆
管损伤等并发症。
笔者通过对文献复习

[9-15]

1 高骥, 白剑峰.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复杂胆囊的临床体会 (附
116 例报告). 腹腔镜外科杂志, 2016, 21(2): 133-136.
2 钱友庆. 腹腔镜手术治疗急性胆囊炎的应用价值. 腹腔镜外科
杂志, 2016, 21(2): 141-144.
3 周正辉, 应佑华, 王征. 困难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临床体会. 中
国微创外科杂志, 2015, 15(2): 177-178.
4 陈耀智. 残余胆囊结石的致病因素分析与应对策略. 海南医学,

和自己在实践中的体

会提出了 4 种解剖标志，在所施行的 316 例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中应用 4 种解剖标志并在手术中进行
相互印证，结果无一例发生胆管损伤。在应用过程
中发现，即使遇到复杂的胆囊情况，绝大多数也可
以从容轻松地解剖并辨识出胆囊管，避免了胆管损
伤。本组资料中有 1 例患者因长期慢性炎症造成
胆囊管挛缩，增厚水肿的胆囊颈紧贴胆总管，对这
种变异胆囊管的胆囊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是陷阱，但
可以应用笔者提出的 4 种解剖标志成功辨识出此
种变异，于是在术中于胆囊颈处切除胆囊，胆囊颈
断端予以间断缝合封闭，术后复查肝功能和彩超，
证实未发生胆汁漏及胆管狭窄。若遇这种情况下
非常容易损伤胆总管，因此特此提出来供大家分享
警示。另外，在如肝门板脂肪较多或在胆囊炎较重
的患者中，由于肝门板充血水肿，胆囊管、胆总管
及肝总管构成的 T 形结构解剖标志辨认困难，若非
要暴露此结构，在分离过程中广泛离断胆总管周围
组织有术后胆总管缺血的风险。关于解剖标志
2—Rouviere 沟，有 6%～7% 的患者并无 Rouvie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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