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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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经皮肝胆囊抽吸术在急性胆囊炎患者治疗中
的临床效果及预后分析
洪继丹
【 摘要】

目的

效果与预后ꎮ 方法

比较经皮肝胆囊抽吸术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或造瘘术治疗急性胆囊炎患者的临床

选取本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收治的急性胆囊炎患者 ８０ 例ꎬ分为实验组( ４０

例ꎬ行经皮肝胆囊抽吸术) 和对照组(４０ 例ꎬ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或造瘘术) ꎬ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
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临床效果及预后ꎮ 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９０.０％) 高于对照组

(６５.０％) ꎬ并发症发生率(５.０％) 低于对照组(２０.０％) ꎬ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均短于对
照组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在急性胆囊炎患者的治疗中采用经皮肝胆囊抽吸术临床效果良好ꎬ并

发症发生率低ꎬ更加安全可靠ꎬ可促进患者胃肠道功能早日恢复ꎬ可进一步在临床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急性胆囊炎ꎻ

经皮肝胆囊抽吸术ꎻ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或造瘘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Ｈｏｎｇ Ｊｉ－ｄａｎ. Ｓｈａｎｔｏｕ Ｃｈａｏｎａｎ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Ｓｈａｎｔ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１５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ｏｒ ｆｉｓｔ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８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４０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ｏ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ｓｕｃ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４０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ｏｒ ｃｏｌｏｓｔｏｍｙ) .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ꎬ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 ９０. 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６５. ０％) 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５. 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２０. ０％) 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ｂ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ｉｖｅｒ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ꎬ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ｇｏｏ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ｏｗꎬ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ｙꎬ ｗｏｒｔｈ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ꎻ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ｉｖｅｒ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ꎻ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ｏｒ ｆｉｓｔｕｌａｔｉｏｎ
急性胆囊炎的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ꎬ该病发病
急ꎬ病情加重速度快ꎬ发作时很难采取 有 效 的 治 疗 措 施 [１] ꎮ
目前外科手术是治疗急性胆囊炎的主要手段ꎬ手术多采用经
皮肝胆囊抽吸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和造瘘术等ꎬ但治疗后易
出现术后并发症ꎬ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２] ꎮ 本文通过
对比分析几种手术方式的术后临床效果ꎬ以寻求安全可靠的
急性胆囊炎患者的手术治疗方式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本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收治的
急性胆囊炎患者 ８０ 例ꎬ所有患者均由血常规、Ｂ 超、肠镜活检
等检查确诊ꎮ 平均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ꎬ各 ４０ 例ꎮ 对照组患
者男 ２６ 例ꎬ女 １４ 例ꎬ年龄 ２１ ~ ７２ 岁ꎬ平均年龄(４６.５±２.１) 岁ꎻ
实验组患者男 ２５ 例ꎬ女 １５ 例ꎬ年龄 ２３ ~ ７４ 岁ꎬ平均年龄(４８.５
±１.８) 岁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本次研究所选患者均符合« 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指南» [３] 的关于急性胆囊炎的诊断标准:发热、右上腹急性疼
痛、压痛、反跳痛等ꎮ 排除标准:胆道恶性肿瘤、胆囊息肉、胆
总管结石等患者ꎮ
作者单位:５１５１００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２.方法:(１) 对照组采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或造瘘术ꎬ采
取硬麻或全麻方式ꎬ在腹腔镜下用 ４ 孔穿刺法手术ꎮ ( ２) 实
验组行经皮肝胆囊抽吸术ꎮ 具体过程如下:肌肉注射 ０.５ ｍｇ
阿托品( 湖 北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 司ꎬ 规 格 １ｍｌ:５ｍｇꎬ 国 药 准 字
Ｈ４２０２１１５８) 与 ５０ ｍｇ 哌 替 啶 ( 青 海 制 药 厂 有 限 公 司ꎬ 规 格
５０ｍｇꎬ国药准字 Ｈ６３０２００１７) 对患者实行局部麻醉ꎬ首先用 Ｂ
超反复检测确定手术穿刺点ꎬ一般选取患者腋中线和第 ８ 肋
间交点为手术穿刺点ꎬ在 Ｂ 超的指引下将 １８Ｇ 手术穿刺针由
患者胆囊床刺入其胆囊腔ꎬ将胆囊腔内的胆汁抽吸干净后ꎬ为
维持胆囊腔内的胆汁引流需将 ８Ｆｒ × ３０ ｍｍ 猪尾导管由穿刺
点放置于患者胆囊腔内ꎮ 患者导管位置在胆道造影下确定ꎬ
将导管固定以后ꎬ抽吸并且送培养炎性胆汁ꎬ给予广谱类抗生
素ꎬ细菌培养完成以后改用敏感类抗生素ꎮ ３ ｄ 后行胆道造
影ꎬ若胆囊管在造影下显示梗阻ꎬ于 １４ ｄ 后重复胆道造影ꎮ
３.观察指标:(１) 术后 ２ 周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ꎮ 显
效:临床体征检测正常ꎬ可正常活动ꎻ有效:临床体征检测正
常ꎬ不可剧烈大幅度活动ꎻ无效:患者体征未得到改善ꎬ甚至死
亡ꎻ(２)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休克、腹腔大量出血、
胆管损伤) ꎻ(３)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
功能恢复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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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处
理数据ꎬ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以％表示ꎬ手术
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以( ｘ
±ｓ) 表示ꎬ分别采
用 χ２ 、ｔ 检验ꎬ统计学意义以 Ｐ<０.０５ 表示ꎮ
例数

显效

４０

对照组

有效

１３(３２.５)

４０

实验组
χ２

二、结果
１.两组患 者 临 床 效 果 比 较: 实 验 组 患 者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９０.０％) 高于对照组(６５.０％) ꎬ两者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１ꎮ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ｎ( ％)

表１
组别

１３(３２.５)

２９(７２.５)

７(１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２.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５.０％) 低于对照组( ２０.０％)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表２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χ２

例数
４０
４０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ｎ( ％)
休克

腹腔大量出血

２(５.０)

０(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５.０)

胆管损伤 并发症发生率
２(５.０)
０(０.０)

８(２０.０)

２(５.０) ∗
４.１１４３
０.０４２５

Ｐ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３.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比

较:实验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３ꎮ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
时间比较( ｘ
±ｓ)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４０

实验组
ｔ
Ｐ

４０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１０６.２±２.１

７３.３±１.８ ∗
７５.２３０７
０.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无效

１４(３５.０)
４(１０.０)

有效率

２６(６５.０)

３６(９０.０) ∗
８.３５２０
０.００３９

Ｐ

０５) ꎬ见表 ２ꎮ

 ４１４５

住院时间
( ｄ)
９.５±２.３

４.２±１.３ ∗
１２.６８７６
０.００００

胃肠道功能恢复
时间( ｄ)
４.５±１.９

２.１±０.９ ∗
７.２１９９
０.００００

讨论 急性胆囊炎是一种常见的外科急腹症ꎬ是患者胆
囊管梗阻ꎬ胆汁滞留ꎬ致使机体感染细菌引发的一种急性炎性
反应ꎮ 该疾病起病急、发作反复、疼痛感强烈ꎬ严重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ꎮ 其主要发病因素有精神刺激、过度疲劳、饮食油
腻、暴饮暴食等ꎬ发病率占急腹症疾病的 ２０％ 左右ꎬ在外科腹
部疾病中居于第二位ꎮ 大多数急性胆囊炎患者多合并其它内
科代谢性疾病ꎬ治疗存在较大难度 [４] ꎮ 虽然急性胆囊炎患者
的系统治疗方式很多ꎬ如手术治疗方式ꎬ非手术治疗方式、综
合治疗方式等ꎬ但其死亡率仍然较高ꎬ在 ５％ 以上ꎮ 急性胆囊
炎病理表现为胆囊壁明显充血水肿、胆囊夹持困难、张力较大
等ꎬ临床主要症状为发热、呕吐、右上腹剧烈疼痛且阵发性加
重ꎬ甚至发生全身黄疸ꎬ若未及时发现并治疗ꎬ则会严重威胁
患者的生命安全 [５] ꎮ 目前临床对急性胆囊炎患者的治疗多
采用经皮肝胆囊抽吸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与腹腔镜胆囊造
瘘术等手术方式ꎬ但由于急性胆囊炎组织水肿并粘连ꎬ手术过
程中胆囊三角的解剖存在难度ꎬ因此在急性胆囊炎手术治疗
方案的选择方面存在较大分歧ꎮ

为有效改善急性胆囊炎患者的生活质量ꎬ提升急性胆囊
炎的手术治疗效果ꎬ本文对不同手术方式做了对比分析发现
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９０. ０％) 高于对照组( ６５. ０％) ꎬ说
明经皮肝胆囊抽吸术的临床效果优于腹腔镜胆囊造瘘术和切
除术ꎮ 实验 组 患 者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 ５. ０％) 低 于 对 照 组 ( ２０.
０％) ꎬ差异显著( Ｐ< ０.０５) ꎬ这是因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或造
瘘术会损伤胆囊动脉ꎬ分离胆囊时电凝钩过度深入肝脏ꎬ致使
术后出血ꎮ 同时手术中向头侧牵引患者肝部时胆囊三角会被
胆囊颈部遮挡ꎬ影响手术视角ꎬ胆管损伤概率增加 [６] ꎮ 而经
皮肝胆囊抽吸术是在 Ｂ 超指引下完成的ꎬ操作安全简单ꎬ若
患者胆汁稠厚、胆囊壁明显增厚ꎬ也可通过多次冲洗或穿刺达
到较好的临床疗效ꎬ并且经皮肝胆囊抽吸术可有效减少外渗
的胆汁量ꎬ进而可降低休克、胆管损伤、腹腔出血等并发症发
生率与感染风险ꎬ提高手术安全性ꎬ尤其适用于急性炎症患
者ꎬ此外实验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说明经皮
肝胆囊抽吸术可缩短手术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ꎬ促进其胃肠
道功能尽快恢复ꎮ
综上所述ꎬ根据急性胆囊炎患者的临床适应症ꎬ可首选经
皮肝胆囊抽吸术进行治疗ꎬ该手术治疗方式较腹腔镜胆囊切
除术与造瘘术更为安全有效ꎬ可有效降低腹腔出血、胆管损伤
等并发症的发生率ꎬ促使患者早日恢复ꎬ临床效果良好ꎬ可在
临床治疗中进一步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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