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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
11 例诊治分析
朱永强，汪涛，程龙，谭震，余前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成都 610083）

【摘要】 目的
治方法。 方法

探讨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及相关操作并发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原因及诊

回顾性分析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ERCP 相关胆胰十

二指肠结合部穿孔患者 11 例的临床病理资料。 结果

11 例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患者中，<24 h

诊断 5 例，其中 4 例患者直接采用手术治疗后治愈，1 例非手术治疗失败后予开腹手术治疗患者死亡；24～48 h
诊断 3 例，其中 2 例患者直接采用手术治疗后治愈，1 例患者采用非手术治疗后死亡；>48 h 诊断 3 例，其中直接
采用手术治疗 2 例（治愈 1 例，死亡 1 例），非手术治疗 1 例患者死亡。胆管解剖病理状态：4 例为胆胰管合流异
常，2 例为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3 例为胆管胰腺段外露，2 例无明显解剖异常。 结论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

结合部穿孔的病因较多，术前充分识别可能存在的胆管解剖病理状态可有效预测穿孔风险，早期准确诊断并直接
采取外科手术干预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措施。
【关键词】 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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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cause and therapy of perforation of choledocho-pancreatico-duodenal junction

associated with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and its related procedures. Method

The

clinical data of 11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erforation of choledocho-pancreatico-duodenal junction associated with
ERCP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7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Of 11 patients, 5 were diagnosed within

24 h, 3 were diagnosed between 24 h and 48 h, 3 were diagnosed above 48 h. Seven patients were cured after direct
undergoing the operation, 2 died after undergoing the delayed operation, 2 died after receiving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results of the anatomical-pathological factors showed that 4 were the anomalous arrangement of pancreaticobiliary
ducts, 2 were the periampullary diverticula, 3 were the exposure of common bile duct in pancreas level, 2 were no bile duct
abnormality. Conclusions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n anatomical-pathological factor of bile duct is importance to

effectively predict risk of perforation of choledocho-pancreatico-duodenal junction associated with ERCP. Early precise
diagnosis and actively surgical operation are essential for optimal outcome in patient with perforation of choledochopancreatico-duodenal junction associated with ERCP.
【Keywords】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choledocho-pancreatico-duodenal junction;
perforation; treatmen

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及相关操作在

胆胰疾病临床诊断及治疗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1-3]

。

虽然内镜技术的提高使其并发症发病率下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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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高达 4%～10% 的患者术后出现出血、胰腺炎、
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4-6]

。其中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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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是 ERCP 术严重并发之一，其发病率约占 1%，
若无法及时发现或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7]

。因此，本研究通过整理成都军区总医院全军普

外中心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1
例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病例，旨在
对 ERCP 术后穿孔的危险因素、早期诊断和及时恰
当的处理方式进行总结并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成都军区总医院全军普外中心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ERCP 相关胆胰十二
指肠结合部穿孔患者 11 例，其中自外院转入 4 例，
成都军区总医院 7 例。男 2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
57 岁（46～84 岁）。所有病例术前均行超声及磁共

图1

示 ERCP 术后穿孔常见腹部 CT 影像特征

a（横断面）、b（冠状面）：见肝肾间隙、胰头周围积气，胰头周
围脂肪间隙模糊（白箭）；c（横断面）、d（冠状面）：见右肾周
筋膜增厚，右侧肾旁前间隙积液（白箭）

振胰胆管造影（MRCP）检查，术前诊断胆总管结石
8 例，其中单发结石 6 例，多发结石 2 例，结石直径

膜后感染患者行腹膜后感染穿刺置管引流后通过

0.6～2.5 cm；缩窄性乳头炎 3 例。11 例患者均为

窦道扩张行胆道镜清创，同时辅以经鼻空肠营养管

ERCP、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EST）术后穿孔患

置入及药物治疗。ERCP 术中发现十二指肠穿孔的

者。

患者行内镜下金属夹钳夹治疗。ERCP 术后 CT 提

1.2 诊断方法
对于超声检查发现腹腔或腹膜后积液患者行
诊断性穿刺或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根据引流
液性质判断是否存在穿孔，对无游离气体等确切穿
孔征象而怀疑穿孔且已行穿刺置管患者常规口服
美蓝。对于无确切穿孔征象但临床高度怀疑穿孔
患者行术中探查。本研究中有 3 例患者于 ERCP 术
后怀疑穿孔行 CT 检查发现腹膜后或腹腔游离气体
而确诊。1 例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出肠内容
物而确诊，1 例穿刺置管患者常规口服美蓝而确
诊。有 4 例患者术前无确切穿孔征象但临床高度
怀疑穿孔遂行手术探查，术中探查明确穿孔部位而
确诊 2 例，术中由于炎症坏死程度较重无法明确穿
孔部位进而根据术后腹膜后引流管内引出混有胆
汁的肠内容物而确诊 2 例。有 2 例患者 ERCP 术中
诊断。
1.3 影像特征

示肝肾间隙积气，但无积液，考虑“微穿孔”患者保

ERCP 术后穿孔常见的腹部 CT 影像特征有：

守治疗。直接行手术治疗，手术方法为术中采用
Kocher 法，打开十二指肠侧腹膜，充分显露十二指
肠降段及胰头，寻找损伤部位，主要包括：穿孔修
补、腹膜后感染清创引流、胆道引流、胆胰分流、空
肠造瘘。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有 2 例患者行腹膜后感染穿刺置管引流后通
过窦道扩张行胆道镜清创，同时辅以经鼻空肠营养
管置入及药物治疗；1 例行内镜下金属夹钳夹治疗
失败后行手术治疗；1 例行保守治疗无效后再手术
治疗；7 例直接行手术治疗。9 例采用手术治疗患
者中有 3 例行腹膜后感染清创引流+胆总管探查 T
管引流+十二指肠旷置+胃空肠吻合+空肠造瘘，6
例行腹膜后感染清创引流+胆总管探查 T 管引
流+十二指肠造瘘+胃造瘘+空肠造瘘。11 例患者中

肝肾间隙、胰头周围积气，胰头饱满，右肾周筋膜

治愈 7 例，均为手术治疗病例；死亡 4 例，有 2 例

增厚，右侧肾旁前间隙积液（图 1），十二指肠及升

为行内镜或保守治疗失败后再手术患者，其中 1 例

结肠壁肿厚，肠系膜稍肿胀，胰头周围脂肪间隙模

为术后腹膜后感染未能有效控制，因感染坏死灶进

糊。超声常见特征有：胸腔积液以右侧显著，腹腔

一步侵及血管引起出血死亡，1 例术后仍出现脓毒

积液以肝肾间隙积液为主。

血症，因感染性休克死亡；有 2 例为非手术治疗患

1.4 治疗方法
对于 ERCP 术后超声提示腹膜后积液而诊断腹

者均因腹膜后感染无法有效控制，最终因感染性休
克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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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诊断时间及手术时间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11 例患者中，<24 h 诊断 5 例，其中 4 例直接采
用手术治疗后均治愈；1 例因 ERCP 术中发现造影

部分组织结构薄弱，故将其视为 EST 致十二指肠穿

剂外溢而明确穿孔位置，予内镜下金属夹夹闭可疑

达 15%～30% ，这段胆管具有无胰腺组织覆盖、管

穿孔部并留置鼻胆管后保守治疗 48 h 后症状持续

壁相对薄弱等解剖特点，更容易发生胆管损伤 。

加重，考虑非手术治疗失败后予开腹手术治疗，但

笔者认为，胆胰管合流异常、十二指肠憩室旁乳

术后因腹膜后严重感染、感染坏死灶进一步侵及血

头、胆管胰腺段外露均系 ERCP 及相关治疗导致胆

管继发出血而死亡。24～48 h 诊断 3 例，其中 2 例

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解剖危险因素，应将此类

直接采用手术治疗后治愈，1 例采用非手术治疗病

患者视为 ERCP 高危人群，必要时改行手术探查治

例死亡。>48 h 诊断 3 例，直接采用手术治疗 2 例，

疗或许更加安全。

治愈 1 例，另 1 例为 ERCP 术后超过 48 h，患者出

3.1.2 医源性因素

现感染症状并呈进行性加重，因未发现确切穿孔征

可能存在的胆道变异或病理状态缺乏充分认识，在

象而行手术探查，术中探查明确诊断，术后因脓毒

行 ERCP 检查时行 EST 指征过宽，同时，在 EST 术

血症、感染性休克死亡；1 例非手术治疗病例死

中未能准确把握肠壁厚度、切开深度，十二指肠乳

亡。

头切开过大、切开方向偏离，在插管困难时，反复

2.3 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解剖病理因素
综合患者术前 MRI、CT 等影像学资料及
ERCP、外科术中探查情况，11 例患者中，4 例呈胆
胰管共同通道，长度 1.2～1.6 cm，考虑胆胰管合流
异常；3 例术中证实呈胆总管下端侧后壁穿孔患者
胆管胰腺段无胰腺实质包裹，呈胆管胰腺段外显露
类型；2 例存在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2 例未见明
显解剖病理异常。

导丝盲目探查，或因结石较大，行球囊扩张过大或

3 讨论
3.1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危险
因素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危险因
[7]
素常包括解剖病理因素和医源性因素 。
3.1.1 解剖病理因素 此是不可忽视的 ERCP 相关
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致伤因素之一。本研
究通过回顾分析患者术前 MRI、ERCP 术中镜下情
况、手术治疗中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探查情况发
现，4/11 的患者存在胆胰管合流异常，2/11 的患者
存在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3/11 的患者存在胆管胰
腺段外显露类型。① 结合既往研究分析其原因，
目前普遍诊断胆胰管合流异常即胆胰管汇合共同
[8-9]
通道成人≥1.5 cm，儿童≥0.5 cm ，因该合流异常存
在胆管、胰管于十二指肠壁外汇合，当胆胰管汇合
异常，狭窄段超出十二指肠壁，ERCP 取石术中行
狭窄段切开、球囊扩张、取石拖拽时就更易出现十
二指肠或胆管下段损伤甚至穿孔。② 针对十二指
肠乳头憩室旁的研究显示，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
[10]
孔发病率为 5%～23% ，因其憩室壁局部肌层发育
不全，常仅有浆膜层与黏膜层，憩室与胆总管共壁

孔风险之一

[11-12]

。③ 关于胆总管胰腺段与胰腺关系

的统计分析显示，胆总管胰腺段在胰腺外所占比例
[13]

[14]

医源性因素主要指内镜医师对

拉网取石，导致十二指肠或胆管下段穿孔或撕裂发
[15]

生 。

3.2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外科
早期诊断
ERCP 术后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易出现延
[16-17]
迟诊断 。在本病例中，及时诊断率较低，24 h 内
诊断率仅占 45.5%，分析其原因如下：①ERCP 术
中穿孔并无典型皮下或腹腔积气表现，导致术中发
现困难；② 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位于腹膜后，穿
孔后初始腹部症状不重，且多数病例腹部症状减
轻；③ 临床医师对该部位损伤的病理认识不足，
尚停留在穿孔致急性腹膜炎层面；④ 临床惯用超
声作为 ERCP 术后复查手段，忽略了 CT 或 MRI 复
查的重要性；⑤ 损伤后 CT 影像与 ERCP 术后急性
胰腺炎影像极具相似性，常误诊为 ERCP 术后急性
胰腺炎。结合本中心病例仔细分析两者影像，急性
胰腺炎 CT 表现多为胰腺弥漫性肿大、肾前筋膜增
厚、胰周渗出，而以上 11 例患者早期 CT 表现胰头
饱满、右肝下间隙水肿、渗出以及邻近十二指肠、
结肠肝曲肿胀，胰腺体尾部实质基本正常，胰体尾
[18]
周围无明显渗出，在李可为等 的临床报道中亦提
出类似影像学结论。既往诊断 ERCP 术后胆胰十二
指肠结合部穿孔主要依据腹痛、皮下气肿，发现气
[19-20]
胸或皮下气肿作为早期诊断依据
，但患者也常
因 ERCP 术后腹痛缓解、腰痛加重现象而延误治
疗。因此，通过 CT 检查表现以胰头饱满、右肝下
间隙水肿、渗出以及邻近十二指肠、结肠肝曲肿胀
为主，胰腺体尾部实质正常，胰体尾周围无明显渗
出时，不论是否存在肝肾间隙、胰头周围积气均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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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可能。

存在引流范围较小、坏死灶分隔或堵塞引流管、无

3.3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的治疗
[213.3.1 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的选择 既往学者
22]
提出 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可经非
手术治疗治愈，尤其是当术中发现胆胰十二指肠结
合部微损伤时，可予内镜下用用金属夹夹闭。然而
[23-24]
因保守治疗失败后病死率可达 50%
，且不同中
心内镜技术差异较大，所以在诊断 ERCP 相关胆胰
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后是否行非手术治疗应保持
谨慎态度。在本组病例中，有 4 例 ERCP 相关胆胰
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病例首先采取非手术治疗，但
最终均死亡。分析其原因：① 过度保守治疗可缓
解患者症状，使医师放松穿孔病情的警惕，从而延
误早期手术的最佳时机；② 保守治疗过程中，穿
孔未得到有效控制，腹腔内感染导致组织粘连加
重，增加手术中明确穿孔修补部位的难度。基于
此，应谨慎对待选择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治疗，笔者
认为早期诊断穿孔后，不首先推荐保守治疗，应立
[11]
即行外科手术治疗。Bostancı等 亦提出类似观
点。
3.3.2 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选择 为避免错过最佳
手术时机，笔者认为以下情况应及时手术：① RCP
术中发现造影剂外溢或膈下、腹膜后明显积气；②
ERCP 术中发现穿孔行内镜治疗等非手术治疗观察
24 h 腹痛、发热加重，腰痛出现、局部水肿等症状
持续加重；③ CT 或 MRI 明确腹膜后积气、积液明
显，或胰头区域肿胀、渗出明显而胰腺实质相对正
常；④ 延迟诊断的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均应
立即手术。
3.3.3 手术治疗的原则、目的 手术方式原则上应
争取穿孔修补，并行腹膜后感染清创引流、胆胰分
[25]
流、十二指肠憩室化、空肠造瘘 。手术目的是为
减少穿孔区域胆汁、胰液、十二指肠等液体混合形
成腐蚀性极强的消化液，同时减轻胆胰十二指肠结
合部腔内压力，以降低消化液继续向腹膜后溢出风
险。
3.3.4 手术治疗的方法 ① 在术中行 Kocher 切
口，充分显露后腹膜腔，争取找到穿孔部位予修
补，同时于腹膜后间隙留置腹腔引流管，如术中无
法明确穿孔部位，则应于怀疑部位（尤其是在胆管
下段十二指肠后方）妥善留置引流管。而为达到充
分引流目的，建议多根引流管引流，避免出现引流
死腔。为减少损伤，本中心采用胆道镜予后腹膜清
创引流，通过超声定位，建立合理穿刺路径，引导
联合胆道镜进行腹膜后感染清创引流术，但该技术

法有效明确穿孔灶等局限性，可能导致延误早期手
术时机。② 胆胰分流经典术式采用胆管离断后胆
肠吻合，但由于该术式创伤相对大，不符合损伤控
制原则。③ 十二指肠憩室化即行毕Ⅱ式胃大部切
除术，避免胃酸及食物进入十二指肠，减少胰液分
泌；对此既往有学者提出即使十二指肠未受累及，
憩室化对减少胆胰分泌、减少胆胰漏量、促使胆胰
[16]

漏早日愈合也非常有利，但姜洪池等 提出在已有
严重腹腔感染情况下行十二指肠憩室化，可能增加
对患者打击，并建议此采用简单术式即可吸收线缝
闭胃窦、胃空肠吻合，提高患者预后。
3.3.5 本组病例治疗情况及经验

回顾本研究中的

手术病例，行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 2 例，行胃、十
二指肠双造瘘 4 例，经胃造瘘胃、十二指肠减压 3
例，其中 1 例经胃造瘘胃、十二指肠减压病例，十
二指肠减压效果欠佳，该例患者最终腹膜后感染未
能得到控制，并发出血死亡。可见，胆胰是否完全
分流、是否行十二指肠憩室化并非影响预后的主要
因素，腹膜后间隙充分引流、有效的十二指肠减压
引流才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及时诊断病例，行“一
修补、二引流、三造瘘”，即“穿孔修补，腹膜后感染
清创引流、胆道引流，十二指肠造瘘、胃造瘘、空肠
造瘘”可获得满意效果。
总之，ERCP 相关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穿孔是
ERCP 术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术前充分识别可能存
在的胆管变异或病理状态，可有效预测穿孔风险。
腹痛缓解、腰痛加重现象是早期诊断无明确穿孔影
像特征病例的重要临床征象，采用 CT 或 MR 有利
于 ERCP 术后穿孔的早期诊断，避免采用非手术治
疗延误病情，直接采取恰当的手术方案是挽救患者
生命的关键措施。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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