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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取石失败老年复杂性胆总管结石患者行胆管
支架放置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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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M >HZAVK>PFKA KDA >HNO=AH[A MN JAIOF[ALAHK K>LA MN T>O>FJQ VKAHK MH VKMHA JALMZFO ANN>[>AH[Q FH\ [MLIO>[FK>MHV MN

AO\AJOQ IFK>AHKV ]>KD [MLIO>[FKA\ [MLLMH T>OA \=[K VKMHAV FH\ VKMHA JALMZFO NF>O=JA TQ ()*5 A$01)3/@ :HA D=H\JA\ FH\ N>NKQ AO\AJOQ
IFK>AHKV ]>KD [MLIO>[FKA\ [MLLMH T>OA \=[K VKMHAV FH\ VKMHA JALMZFO NF>O=JA TQ ()* ]AJA JFH\MLOQ \>Z>\A\ >HKM K]M PJM=I >H[O=\>HP 0
PJM=I ^"/ IFK>AHKV_ ]>KD IMVKMIAJFK>ZA T>O>FJQ VKAHK JAIOF[ALAHK NMJ AZAJQ 2 LMHKDV FH\ 1 PJM=I ^"/ IFK>AHKV` ]>KD IMVKMIAJFK>ZA T>O>FJQ VKAHK
JAIOF[ALAHK NMJ AZAJQ + LMHKDV5 0H\ KDA VKMHA JALMZFO ANN>[>AH[QR KDA VKMHA \>FLAKAJ FH\ KDA VKMHAV H=LTAJ ]>KD NMOOM]$=I FNKAJ MIAJFK>MH
FH\ KDA >H[>\AH[A MN IMVKMIAJFK>ZA [MLIO>[FK>MHV MN TMKD PJM=IV ]AJA [MLIFJA\5 B$/7,0/@ *DAJA ]FV HM V>PH>N>[FHK \>NNAJAH[A >H KDA VKMHA
JALMZFO ANN>[>AH[Q \=J>HP NMOOM]$=I FNKAJ MIAJFK>MH TAK]AAH , PJM=IV （!3%5%/）5 *DAJA ]FV HM V>PH>N>[FHK \>NNAJAH[A >H KDA VKMHA \>FLAKAJ
FH\ KDA VKMHAV H=LTAJ \=J>HP NMOOM]$=I FNKAJ MIAJFK>MH TAK]AAH , PJM=IV（!3%5%/）5 *DA >H[>\AH[A MN IMVKMIAJFK>ZA [MLIO>[FK>MHV MN 1 PJM=I
]AJA V>PH>N>[FHKOQ OM]AJ KDFH 0 PJM=I（!6%5%/）5 C)'=,7/&)'@ 1>O>FJQ VKAHK >H KDA KJAFKLAHK MN AO\AJOQ IFK>AHKV ]>KD [MLIO>[FKA\ [MLLMH T>OA
\=[K VKMHAV FH\ VKMHA JALMZFO NF>O=JA TQ ()* LFQ DFZA KDA JAO>FTOA ANNA[KV MH VKMHA JALMZFO FH\ VDMJKAH>HP KDA JAIOF[ALAHK K>LA MN T>O>FJQ
VKAHK [FH ANN>[>AHKOQ JA\=[A KDA J>Va MN IMVKMIAJFK>ZA [MLIO>[FK>MHV FH\ D>PDAJ KDA KJAFKLAHK VFNAKQ5
D$. 6)%E/

[MLIO>[FKA\ [MLLMH T>OA \=[K VKMHAV；AO\AJOQ；()*；T>O>FJQ VKAHK；
[MLIO>[FK>MH

逆行胆胰管造影术^(7YU`后十二指肠乳头括
约肌切开（()*）取石是目前胆总管结石临床治疗首

别是 ()* 取石失败患者中得到应用，并已被证实可
有效降低胆管梗阻及炎症发生概率 bec，但在术后支

选，在结石清除效果方面获得广泛认可b.c，但已有研
究显示，术后结石残留率仍可达 /d*!,d。同时该
方案对于结石直径+,% LL、结石数量++ 枚等复发

架更换时间选择方面尚缺乏相关报道。本研究选取
()* 术取石失败老年复杂性胆总管结石患者共 !/%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放置胆道支架术后每 2 个

性胆总管结石，或年龄较大无法耐受手术者结石清

月和每 + 个月进行更换，探讨胆管支架更换时间对

b,c

除效果进一步下降，无法满足临床治疗需要 ，故对
于此类患者临床治疗应在清除结石的同时，将避免
急性胆管梗阻或胆管炎发生作为治疗基本原则 b+c。
近年来胆管支架置入开始在复杂性胆总管结石特

()* 术取石失败老年复杂性胆总管结石患者结石清
除效果及并发症的影响 。
F YZ[:I
!4! "#$% 选取我院普外科 ,%!+ 年 ! 月 E

%&'( )*+!"#$%,-.-/0123-4567-89:;<=>

,%!/ 年 " 月收治老年复杂性胆总管结石患者共
!/%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0 组和 1 组，每组各

?@-AB?@C&%'()*+,""-."",./00123'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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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 组患者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岁，平均年龄（!)*)"""*(&）岁，病程 )!( 年，平均
病程 （+*%+")*)&） 年，术前平均结石直径 （&&*","
+*!$）--，平均结石数量（+*%(")*,(）枚；.组患者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 &'()*+34!5;<012#!$%&'
()* > +,-.)/01,2 ,3 16,28 458)/)248 /)68 7;/02: 3,55,9 =;. )368/
,.8/)60,2 *869882 69, :/,;.1#!$%&'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岁，平均年龄
（!)*&(""*(%）岁，病程 )!% 年，平均病程（+*(!")*),）

#组

!"

&$（+&*,,）

"'（!$*'!）

年，术前平均结石直径（&&*'$"+*()）--，平均结石

.组

!"

&'（+$*'!）

',（(,*,,）

数量（+*%)")*,"）枚。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 ! &'()*+34!5678!59:12

显著性意义（!/,*,"）。
)*)*) 纳入标准 （)）据症状体征、腹部 . 超及行

()* ! +,-.)/01,2 ,3 16,28 70)-868/ )27 6<8 16,281 2;-*8/ 7;/02:

组别

术后 ' 个月

例数

术后 )& 个月

3,55,9=;. )368/ ,.8/)60,2 *869882 69, :/,;.1

0123 术确诊复杂性胆总管结石；
（&）结石直径#&, --

结石直径E--

结石数量E枚

或数量#+ 枚；
（+）年龄 '"!(, 岁；
（$）行 045 术取石

组别

例数

失败；
（"） 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
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组

!"

)!*+$"'*&,

%*'("+*&$

&*'$",*"$

&*)&",*$"

.组

!"

)(*,""'*+$

%*$,"+*)%

&*"'",*",

&*,$",*$)

)*)*& 排除标准 （)）既往胆道手术史；
（&）肝内胆
管结石、肝内外胆管狭窄及胆道肿瘤；
（+）出血性疾
病；
（$）重要脏器功能不全；
（"）精神系统疾病；
（'）
临床资料不全。
)*& !"#$ 全部患者在取石失败后给予胆道
支架放置治疗，采用 (*" 6 圣诞树胆道支架，观察结
石位置后将支架先端放于结石上方 ,*"!)*, 7- 处，
且避免进入肝内胆管，其尾端应稍露于十二指肠乳
头外，待胆汁流入十二指肠造影剂排空通畅后，确
定手术成功。# 组患者在术后每 ' 个月进行支架更
换，
. 组患者则在术后每 + 个月进行支架更换；对于
更换过程中结石直径$)" -- 者可再行网篮取石。
)*+ %&'( 全部患者术后均行电话或门诊随
访 )& 个月：
（)） 记录术后 ' 个月和 )& 个月结石取
净例数，判定标准为胆道造影提示未见结石残留8"9，
计算百分比；
（&）记录术后 ' 个月和 )& 个月结石直
径和结石数量，计算平均值，检测仪器采用德国西
门子 #2:4;< =+,, 310>?:> 0@?5?;< 彩色多普
勒超声；
（+）记录患者随访期间急性胆管炎、急性胰
腺炎、出血，支架堵塞或脱落等并发症发生例数，计
算百分比。
)*$ )*+,- 数据分析软件采用 4344&,*,，其
中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以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或确切概率法，以百分比（A）表示；检验水准
为 "B,*,"。
! !"
&*) ./0123456789:;< 两组患
者术后 随 访 结 石 清 除 率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见表 )。
&*& ./01234567=>?67@A;
<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结石直径和结石数量比较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

./0123BCDCE:;<

. 组患者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C,*,"）D见表 +。对于出现急性胆管炎和急性胰
腺炎患者经有效对症干预后均好转，且均无出血、
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出现。
% " &'()*+,-.-/012#!$%&'
()* " +,-.)/01,2 ,3 4,-.504)60,2 024078248 )368/ ,.8/)60,2 *869882
69, :/,;.1#!$%&'

组别

急性

急性

胆管炎

胰腺炎

例数

术后并发症
支架堵塞 支架脱落
发生率

#组

!"

'（(*,,） )（)*++）),（)+*++） )（)*++） )!（&$*,,）

.组

!"

)（)*++） &（&*'!）!!,（,*,,）

,（,*,,） !!+（$*,,）!

F 与 # 组比较，
!C,*,"

"

#$
已有研究显示，0123 联合 045 治疗胆总管结
石一次性取净率可达 ("A!%"A，但如患者合并胆
管狭窄、壶腹周围憩室、肝内胆管结石、结石直径过
大或嵌顿时，采用该方案常难以达到满意结石清除
效果8'9；对于结石直径过大者虽然机械碎石、内镜下
十二指肠乳头气囊扩张术等处理可行，但如直径#
+, -- 或结石E胆管直径比#)*, 则碎石成功率仍不
足 ",A8!9。有部分学者报道常规取石失败后激光或
液电碎石方案应用尽管治疗效果满意，但对于术者
操作要求更高、治疗时间亦显著延长，且大部分基
层医院并未配备相关设备8(9。
胆道支架置入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取石失败
后替代治疗术式，并已逐渐成为老年人、难以耐受
手术及拒绝手术者临床治疗新选择8%9。已有研究显
示，胆管支架放置能够有效改善胆管梗阻状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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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胆管引流通畅度，同时还可预防以往鼻胆管外引

!"#$%

流可能引起体液丢失发生。此外患者放置胆道支架

!"% 方路=雷钧=邹书兵=等/腹腔镜下胆道镜经胆囊管胆总管取石 1例经验!>%/中华肝胆外科杂志=-#"-=":?:@A02-

后呼吸及肢体活动均可引起其与结石间摩擦，而这
对于加快结石直径缩小，提高远期取石成功率具有
重要意义!"#$""%。部分临床报道显示，胆总管结石患者
常规取石失败后行胆管支架置入后，二次 &'() 结

!-%

BCC D E= 6FFG > H= (IFJ H >= CK LM/ 8JNCOK PJMJLNQ RNLJGLSC TUJGS
KNLGUGLULM CGRFUOFVQ WFN VLKJCGKU XJKI UCYCNC $KF $ZFRCNLKC LOTKC
OIFMLGSJKJU !>%/ [LUKNFCGKCNFM HCVLKFM= -#"1= -:?2@A ;1*

!1% \JG D 9= BJ \ D= DLGS ] (= CK LM/ 'JU^ WLOKFNU LGR JGOJRCGOC FW LOTKC
VQFSCGJO OIFMLGSJKJU !>%/ HCVLKFPJMJLNQ )LGONCLK 8JU _G= -#"-= ""`0@A

!"-%

石清除率均!*+,，且未引起严重并发症 。

0+#

本次研究结果中，两组患者术后随访结石清除
!2%

率、结石直径及结石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证实老年复杂性胆总管结石患者术后每
0 个月和每 1 个月进行胆管支架更换在随访结石清

BT >= (ICGS D= aJFGS a b= CK LM/ <XF $UKLSC YU UJGSMC $UKLSC
ZLGLSCZCGK WFN OFGOFZJKLGK SLMMUKFGCU LGR OFZZFG PJMC RTOK
UKFGCU !>%/ cFNMR > [LUKNFCGKCNFM = -#"-= ":`-2@A 1"+0

!+% 张岚/ 腹腔镜下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疗效影响因素
分析!>%/ 腹腔镜外科杂志= -#"2="*`+@A11-

除率、结石直径及结石数量方面较为接近。但需要

!0% 于江涛=黄强=王军/腹腔镜胆道探查术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胆囊

注意本次研究中患者随访结石切除率、结石直径及
数量减少水平均较以往报道低，
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置
入支架规格、数量及结石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有关 !"1%；

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价值比较!>%/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 2;`+@A0"+
!;% 葛长青=李全福=刘建辉/腹腔镜辅助胆道镜保胆取石术与腹腔镜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增加胆管支架直径
!"2%

和数量可有效改善胆总管患者结石清除效果 。
3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本次研究结果中，
显著低于 4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说明
缩短胆管支架更换时间在降低术后相关并发症发
生率方面优势明显。急性胆管炎是胆总管结石特别
是老年患者主要术后并发症类型之一，且其发生率
及致死率与年龄呈正相关，这与老年人身体机能特
别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胆汁细菌更易繁殖及进入
血液关系密切!"+%，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肝脓肿、脓毒
症甚至 6789 发生，严重威胁生命安全。本研究中
4 组患者术后急性胆管炎发生率为 :/##,，高于 3
组的 "/11,，显示增加支架更换频率能够降低复杂
性胆总管结石患者术后急性胆管炎发生风险，与以
往报道一致 !"0%；但 4 组中出现支架堵塞 "# 例患者
中仅 1 例发生急性胆管炎，表明支架堵塞可能并非
导致急性胆管炎发生关键所在；同时术后发生急性
胆管炎患者年龄均!;+ 岁，则进一步证实年龄因素
与急性胆管炎相关性。胆管支架置入后期较易发生
支架移位，其中以合并胆管狭窄者最为多见，而脱
落现象则少见，本次研究患者中仅 " 例出现支架脱
落，笔者分析胆管结石阻碍支架内外移位可能是主
要诱发因素。
综上所述，&9< 术取石失败老年复杂性胆总管
结石患者行胆管支架放置在清除结石方面效果确
切，而缩短术后胆管支架更换时间有助于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治疗安全性。

胆囊切除术的比较!>%/中国内镜杂志=-#"-=":`-@A"**
!:%

鲁家贤=孙伟军=孙玲国=等/内镜微创保胆取石术后胆囊功能的

!*%

'LZJNCd [ >/ ]LOKFNU NCMLKCR KF KICNLVCTKJO WLJMTNC JG KIC CeKNLOKJFG

中长期随访报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2`*@A;**

FW

PJMC

RTOK

UKFGCU

WFNCGRFUOFVJO

NCKNFSNLRC

OFMLGSJFVLG

ONCLKFSNLVIQ &'()!>%/ 'CY [LUKNFCGKCNFM )CNT= -#""= 1"`2@A 11#
!"#% (CNCWJOC 6= 9LTCN 3= >LYLJR 6= CK LM/ (FZVMCe PJMJLNQ UKFGCUA
KNCLKZCGK XJKI NCZFYLPMC UCMW $CeVLGRLPMC CKLM UKCGKUA L GCX
LVVNFLOI !>%/ [LUKNFJGKCUK &GRFUO= -#""=;2`1@A +-#
!""%

)NLOILQL^TM f= 4UXL^TM )= gLOIJGKFNG h/ &MCOKNFIQRNLTMJO
MJKIFKNJVUQ LU LG IJSIMQ CWWCOKJYC ZCKIFR WFN OFZVMCKC MLNSC OFZZFG
PJMC RTOK UKFGC OMCLNLGOC !>%/ > _GKCNY [LUKNFCGKCNFM= -#"1= 1`-@A +*

!"-% bILGS ' B= (ICGS B= (LJ a 3= CK LM/ (FZVLNJUFG FW KIC ULWCKQ LGR
CWWCOKJYCGCUU FW CGRFUOFVJO PJMJLNQ RCOFZVNCUUJFG PQ GLUFPJMJLNQ
OLKICKCN LGR VMLUKJO UKCGK VMLOCZCGK JG LOTKC FPUKNTOKJYC OIFMLGSJKJU
!>%/ 9XJUU 6CR c^MQ= -#"1= "21`"@A X"1:-1
!"1% gJZ ( c= (ILGS > H= gJZ > H= CK LM/ 9JdC LGR KQVC FW VCNJLZVTMMLNQ
RTFRCGLM RJYCNKJOTML LNC LUUFOJLKCR XJKI PJMC RTOK RJLZCKCN LGR
NCOTNNCGOC FW PJMC RTOK UKFGCU!>%/ > [LUKNFCGKCNFM HCVLKFM= -#"1= -:`+@A
:*1
!"2% )LKCM 9 E= 'FUCG^NLGd B= HFF^U 3= CK LM/ HFMZJTZ $QKKNJTZ
LMTZJGTZ SLNGCK MLUCN MJKIFKNJVUQ JG KIC KNCLKZCGK FW PJMJLNQ OLMOTMJ
TUJGS UJGSMC$FVCNLKFN OIFMLGSJFUOFVQA L ZTMKJOCGKCN CeVCNJCG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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