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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部分切除在腹腔镜复杂胆囊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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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胆囊部分切除在腹腔镜复杂胆囊手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8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河池市人民医院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 80 例复杂胆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研究组采用腹腔镜胆囊部分切除术，对照组采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比较两组患
者围手术期指标、中转开腹手术率、手术并发症及临床疗效。 结果 研究组术中出血量、术后腹腔引流量少
于对照组，手术时间、引流管留置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研究组中转开腹手术
率和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手术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腹腔镜胆囊
部分切除能减少复杂胆囊患者的术中出血量，降低中转开腹手术率和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临床疗效，
是一种安全、可行的微创手术方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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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partial cholecystectomy in laparoscopic
complicated gallbladder oper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gallbladder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surgery admitted to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echi from June 2018 to April 2022 were col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n=4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4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partial cholecystectom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The perioperative indices, conversion to
open cholecystectomy,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hemorrhage volume and postoperative peritoneal drainage volu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peration time, the retention time of drainage tube,
the time of getting out of bed after opera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after operation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version rate to open cholecystectomy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surgical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partial
cholecystectomy can reduce the intraoperative hemorrhage volume in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gallbladder,
reduce the conversion rate to open cholecystectomy and the incidence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refore, it is a safe and feasibl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metho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Partial cholecystectomy; Cholecystectomy; Laparoscopy; Complicated gallbladder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不清等情况时，实施 LC 的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容

LC）是胆囊炎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但在病情较

易导致大出血、胆管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2]，有时不得

复杂，如胆囊严重充血和水肿、胆囊三角粘连、结构

不中转开腹手术，增加手术创伤，影响患者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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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aroscopic partial cholecystectomy，LPC）的 手 术
方式，即切除胆囊底、胆囊体和胆囊颈部的前壁，保
留胆囊床和紧贴胆囊三角的部分后壁。本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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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前瞻性比较分析复杂胆囊患者行 LPC 与 LC 的临

胆囊管汇入胆总管 0.5 cm 处结扎、切断胆囊管及胆

床资料，评价 LPC 的疗效，为复杂胆囊手术方式的

囊动脉，取出胆囊并送快速冰冻病理检查。胆囊窝

选择提供参考。

残留的胆囊组织用电凝钩彻底烧灼，破坏其分泌功

1

资料与方法

能。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腔，检查无胆漏、出血，于

一般资料

Winslow 孔放置橡胶引流管。对照组采用 LC：采用

研 究 对 象 为 2018 年 6 月 至 2022 年 4 月 在 河

逆行法分离胆囊，解剖胆囊三角，双重结扎胆囊动

池市人民医院行腹腔镜胆囊手术的 80 例复杂胆

脉，结扎、切断胆囊管，完整切除胆囊，冲洗腹腔，放

囊手术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腹部 B 超、CT 或

置引流管。

MRCP 检查。纳入标准：①原发病为胆囊炎，有明

1.3

确的手术指征，拟行腹腔镜手术。②结合术中腹腔

1.3.1

镜探查判定为复杂胆囊。排除标准：①有右上腹手

中出血量、引流管留置时间、腹腔引流量、下床活动

术史，腹腔粘连较重；②同时行胆管结石手术；③合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中转开腹手术及手术并发症

并 胆 囊 肿 瘤；④ 合 并 肝 硬 化、门 静 脉 高 压 或 凝 血

的发生情况。

功能障碍；⑤妊娠患者；⑥伴有严重的心肺疾病、

1.3.2

肝肾功能不全等不能耐受全身麻醉；⑦伴有精神

床症状消失，结石全部清除，无并发症；好转为临床

疾病。将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症状基本消失，结石全部清除，发生轻微的并发症；

组，每 组 各 40 例。 研 究 组 男 16 例，女 24 例；年

未愈为未达到以上标准。总有效率 =（痊愈 + 好转）

龄 22 ～ 78 岁，平 均（54.55±12.43）岁；胆 囊 壁 厚

例数 / 总例数 ×100%。

度 0.4 ～ 1.2 cm，平 均（0.58±0.18）cm；急 性 胆 囊

1.4

1.1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手术指标

临床疗效

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3]：痊愈为临

随访情况

炎 15 例，慢性胆囊炎 25 例；有术前合并症（糖尿病、

患者出院后定期进行随访，包括电话随访、门

高血压、胰腺炎）10 例。对照组男 17 例，女 23 例；

诊复诊等方式，了解患者有无腹痛、并发症及残留

年 龄 20 ～ 76 岁，平 均（54.63±13.40）岁；胆 囊 壁

胆囊癌变等。两组随访时间一致，随访 2 ～ 36 个月。

厚度 0.4 ～ 1.0 cm，平均（0.62±0.16）cm；急性胆

1.5

囊炎 19 例，慢性胆囊炎 21 例；有术前合并症 12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对临床资料进行处
理，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项目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通 过 医 院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批 同 意 [ 伦 理 编 号：

[M（P25，P75）] 表示，组间比较用秩和检验；计数

河医伦审（2018）013 号 ]。
方法

资料用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 全 身 麻 醉 下 行 腹 腔 镜（型 号 ：C H-S 1 9 0 -

2

1.2

X Z-E ，奥 林 巴 斯）手 术 。 采 用 四 孔 法 操 作 ，建

统计学方法

结果

2.1

立 人 工 气 腹，气 腹 压 维 持 在 1 2 ～ 1 4 mmHg
（1 mmHg=0.133 kPa）。置入一次性套管穿刺器械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研究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Ⅲ型，杭州康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腹腔镜探查
腹腔内情况。当发现胆囊炎症粘连重、水肿明显、

表1

胆囊三角结构不清、胆囊萎缩、肝内型胆囊等情况，

组别

估计手术难度较大时，即判定为复杂胆囊。研究组

n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M（P25，P75）]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研究组 40

121.00（104.00，157.25）

50.00（30.00，50.00）

采用 LPC：用超声刀（型号：CEN11CN，美国强生公

对照组 40

133.50（127.25，160.75）

70.00（50.00，95.00）

司）分离与胆囊粘连的大网膜、肠管，暴露出胆囊及

Z值

-2.315

-5.079

P值

0.021

0.000

肝十二指肠韧带。于胆囊下方放置一显影小方纱，
防止胆汁向周围流注而污染腹腔。用电凝钩切开
胆囊底部，吸除胆汁。距离肝脏约 0.3 cm 处从胆囊

2.2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底部向颈部方向切开胆囊，取出结石，充分暴露胆

研究组引流管留置时间、腹腔引流量、下床活

囊腔，观察胆囊管走行方向。将胆囊壁切开至胆囊

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颈壶腹部后切断后壁，紧贴胆囊管进行分离，在距

学意义（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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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中转开腹及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肠道和大网膜等组织粘连致密、胆囊三角解剖结构

研究组中转开腹手术率、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

紊乱等，如行 LC，分离胆囊床时往往因层次过深而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伤及肝脏引起出血，影响手术操作。另外，LC 中要

表 3。

解剖结构紊乱的胆囊三角，也容易损伤肝外胆管、

2.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大血管等。LPC 不分离胆囊床，保留了胆囊后壁，

研究组手术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也无需清楚解剖出胆囊三角的结构，从而有效地减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表4
n

组别

少术中出血，降低医源性胆管损伤和中转开腹手术
率，手术的安全性高于 LC[6]。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痊愈

梁立军等 [7] 通过对复杂性胆囊结石患者进行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6（15.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1（52.50） 10（25.00）

9（22.50）

31（77.50）

研究组 40 33（82.50）
χ2 值

7.314

P值

0.007

LPC 和 LC 的对比研究，提出 LPC 手术时间短、并发
症少，尤其适用于耐受性较差的患者。冯守宁等 [8]
研究表明 LPC 能优化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水平，减少
对胃肠功能的影响。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中转开腹手术率、留置引流管时间、腹

3

腔引流量、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手术并发

讨论
复杂胆囊的诊断目前国内外无统一标准，普遍

症等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手术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的共识是给手术带来较大的困难、引起手术并发症

组（P < 0.05），提示 LPC 在降低手术难度、加快手术

风险比较高的胆囊良性病变可认定为复杂胆囊，包

操作进度、减少手术出血量、减轻患者创伤、降低手

括急性化脓性胆囊炎、坏疽性胆囊炎、萎缩性胆囊

术并发症、促进患者术后康复、提高临床治疗有效

炎、肝内型胆囊、胆管解剖异常、胆囊胆管内瘘、有

率等方面均优于 LC。

保胆取石或胆囊造瘘手术史、Calot 三角致密粘连

胆囊部分切除能治疗胆囊炎的理论基础是结

呈“冰冻样”的胆囊等 。手术方式主要包括开腹

扎胆囊管后切除了大部分胆囊，对残留的小部分胆

胆囊切除、LC、LPC、胆囊造口、经皮经肝胆囊穿刺

囊组织用电凝钩彻底破坏，阻断其分泌黏性物质，

引流

等。胆囊造口和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因

从而起到祛除疾病载体、消除胆囊炎症和结石复发

存在长时间置管、需要二次手术等不利因素，主要

的作用 [9]。术中应该切除多少胆囊组织，目前尚无

适用于病情危重、不能耐受手术者。与传统的开腹

统一标准，一般以在保证手术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

手术相比，腹腔镜胆囊手术因创伤小、恢复快、并发

度切除病变的胆囊组织为原则。若胆囊切除线距

症少而得到普遍推广。目前 LC 是治疗胆囊炎的

离肝脏太近，易伤及肝脏而致出血，笔者的经验是

常用手术方式，但对于复杂胆囊手术，由于胆囊壁

距离肝脏约 0.3 cm 左右为宜。

[4]

[5]

高度充血、水肿增厚或坏疽，导致胆囊床处胆囊与

胆管损伤是 LPC 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主要原因

肝脏之间正常的疏松组织间隙消失、胆囊与周围的

包括 [10] 炎症粘连、Mirizzi 综合征、胆囊管及血管位

表2
组别

n

研究组
对照组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M（P25，P75）]

腹腔引流量（ml）

引流管留置时间（d）

下床活动时间（h）

术后住院时间（d）

40

60.00（41.25，88.75）

2.00（2.00，3.00）

16.00（16.00，18.00）

4.00（4.00，6.50）

40

105.00（70.00，118.75）

3.00（3.00，4.00）

20.00（18.00，22.00）

5.00（5.00，7.00）

Z值

-4.116

-5.801

-4.965

-2.88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4

表3

两组患者中转开腹及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n（%）]
手术并发症

组别

n

研究组

40

2（5.00）

0

对照组

40

8（20.00）

2（5.00）

中转开腹手术

胆管损伤

胆汁漏

切口感染

残留结石

总发生

0

0

1（2.50）

1（2.50）

1（2.50）

4（10.00）

1（2.50）

8（20.00）

χ2 值

4.114

4.507

P值

0.043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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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变异、
右侧副肝管、
技术缺陷等。术前要通过 B 超、

糖尿病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J]. 腹腔镜外科杂志，

CT 等了解病变部位的解剖情况，注意有无血管及胆

2020，25（12）：938-943.

管变异，胆囊管有无结石嵌顿，做到胸有成竹。术

[2] Arrese M，Cortés V，Barrera F，et al.Nonalcoholic fatty

中应采用锐性与钝性分离相结合的方法紧贴胆囊

liver disease, cholesterol gallstones, and cholecystectomy:

分离，如发现胆道解剖结构不清时，行胆道造影或

new insights on acomplex relationship[J].Curr Opin

吲哚菁绿荧光腹腔镜显影

Gastroenterol，2018，34（2）：90-96.

[11]

，以准确判断胆管走

行。对于无法分离出胆囊管的患者，从胆囊腔内行
荷包缝合缝闭胆囊管，以降低胆道损伤等风险。
腹腔镜胆囊手术中转开腹手术的指征主要有

[3] 温汝辉 . 胆囊部分切除术治疗胆囊炎并胆结石的效
果 [J]. 中外医学研究，2020，18（21）：110-111.

：

[12]

[4] 郭欣，吕小慧，李宁宇，等 .3D 与 2D 腹腔镜在复杂

①出现无法控制的大出血；②胆囊三角处粘连致密

性胆囊切除术中的前瞻性对比研究 [J]. 中国内镜杂

而无法分离；③胆管损伤或出现胆肠内瘘而无法在

志，2019，25（10）：18-22.

腹腔镜下修复等。研究组有 2 例因术中出血引起

[5] 陈达伟，张芳霞，刘双海 .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术

术野不清而及时中转开腹手术，未出现胆管、肠管

后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手术时机 [J]. 肝胆胰外科杂

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对照组中转开腹手术 8 例，其

志，2021，31（1）：36-38.

中 4 例因出血无法控制，2 例因胆囊粘连致密无法

[6] 闫加艳，赵越，陈炜 . 国际《胆囊切除术中预防胆管

在腹腔镜下分离而及时中转开腹，均未造成严重后

损伤多协会共识和实践指南（2020）》解读 [J]. 中国

果；另外 2 例分离粘连时出血，在术野不清的情况

实用外科杂志，2020，40（12）：1391-1395.

下盲目用电凝及结扎锁止血，导致胆管损伤后才中

[7] 梁立军，戴涂 . 腹腔镜下逆行胆囊切除术与次全胆囊

转开腹。因此，LPC 手术中遇到复杂情况，对腹腔

切除术在复杂性胆囊结石中的疗效比较 [J]. 中国现代

镜手术无绝对把握时，应及时、果断地中转开腹，以

普通外科进展，2019，22（8）：628-630.

免引起严重的后果。

[8] 冯守宁，李帅平 . 腹腔镜逆行次全胆囊切除术治疗

研究组有 1 例出现胆囊管结石残留，发生率为
2.5%，与李成等

[13]

报道的 3.1% 相近。胆囊管残石

的原因可能与保留过长的胆囊管或胆囊管有结石
嵌顿且未能有效处理有关

[14]

。术前查阅 CT 或 MRI

片发现胆囊管有结石时，术中可用分离钳夹住胆囊

急性结石性胆囊炎患者的效果分析 [J]. 华夏医学，
2021，34（3）：137-142.
[9] 黎朝良，童庆华，黄鹏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选择
性保留部分胆囊壁的临床价值 [J]. 中国现代手术学杂
志，2019，23（4）：245-249.

管近端，将结石向胆囊体部方向推挤，确定无结石

[10]		徐素琴，邹书兵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关胆管损伤

后再结扎胆囊管，必要时应切开胆囊管，进行胆道

的研究进展 [J].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19，28（2）：

镜探查、取石。

227-233.

目前关于残留胆囊发生癌变的报道较少。术

[11]		刘养岁，张昕辉，李正臣，等 . 荧光胆道显影在腹

后病理检查只能反映当时的情况，部分患者胆囊床

腔镜复杂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 [J]. 中国现代医学杂

残存的胆囊组织病理检查提示不典型增生，过后仍

志，2021，37（7）：69-73.

有发生癌变的可能

，术后应加强随访。本研究未

[12]		刘景平，万智恒，李海燕 . 急性结石性胆囊炎早期

发现残留胆囊癌变的病例，可能与单中心研究、样

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转开腹的相关因素分析 [J].

本量不大、缺少长时间的临床随访有关。此外，因

腹腔镜外科杂志，2020，25（10）：757-760.

检验条件有限，未行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炎症因子

[13]		李成，马跃峰，林美举，等 . 腹腔镜胆囊大部切除术

[15]

指标的比较。这些不足需要再进行多中心、大数据、

联合胆道镜胆囊颈管探查在复杂胆囊手术中的应用 [J].

长时间随访的前瞻性研究。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20，29（2）：204-221.

综上所述，LPC 能简化复杂胆囊手术操作、
减少

[14]		兰云霞 . 腹腔镜联合胆道镜胆囊部分切除保胆术治

手术出血、缩短手术时间、降低中转开腹和手术并发

疗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畸形的临床观察 [J]. 当代医学，

症的发生率、提高临床疗效，是一种安全、有效、微创

2021，27（20）：35-37.

的手术方法，
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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