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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结石治疗演变和发展
黄志强
【摘要】 肝内胆管结石发病率明显下降，但其下降幅度存

科学的发展，肝内胆管结石的早期诊断已无困难，早期的、

在地区性差别，同时早期肝内结石病例的诊断更多了。切

无症状的、局限性的单纯性肝内胆管结及胆内胆管的胆固

除病灶是彻底治疗肝内胆管结石最有效的方法，目前肝内

醇性结石的发现增多；原位肝移植术亦给晚期广泛性肝胆

胆管结石肝切除治疗已趋向于肝段化和亚肝段化。
“ 肝门

管结石及肝硬化终末期胆管结石病人的治疗带来了希

上径路”肝切除术特别适用于右侧的和合并门静脉海绵样

望。肝内胆管结石外科已不单是治疗并发症而是考虑如

化的肝内胆管结石外科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终末期病人，

何“治愈”
。因此，
肝内胆管结石外科有着更广泛的内容。

最有效的治疗应是肝切除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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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治疗已明显走肝段化和亚肝段化
的趋向。在笔者医院 1985-2005 年间，245 例肝切除肝内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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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肝内胆管结石仍然不是一个消失中的疾病，

从国内以往的 2 次全国调查资料来看，肝内胆管结石
4.7％。这并不一定反映我国当前的普遍状况，因为除了抽
了更多的胆囊结石，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广泛使用亦提升
了胆囊结石的相对比例。当前，肝内胆管结石发病率明显
下降已不容怀疑，但其下降幅度亦明显存在地区性差别。
肝内胆管结石属于原发性胆管结石范畴，在内地省份和农

并且由于其复杂的病理改变和时常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始

村人口地区，胆管结石的比重较大，当前发病数量虽有相

终是胆石病治疗上的难题。不过在近 20 多年来，无论在疾

对减少，但病人的绝对数目仍然是巨大的。例如广西壮族

病的诊断还是治疗观念上都有明显的改进。1958 年我们

自治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1981-1991 年，胆管结石从

首次报道以肝叶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术的使

55.2％降至 41.8％。

用已日益广泛，在一些专科中心已用于近 50％的肝内胆管

另外，随着人民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肝内胆管

结石手术病人，并且有使用越来越多的趋势。当前，肝切

结石的临床过程亦呈相应改变，早期肝内结石病例的诊断

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已在肝脏外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更多了，病人经常只是因为 B 超发现肝内“结石”而就医，对

例如笔者医院近 20 年来对以肝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

比之下，以前常见的肝叶性损毁和双侧弥漫性结石病例已

占肝脏的良性疾病肝切除中总数的 30％。此外，随着信息

较少见或只多见于中老年且有长时间肝胆疾病史者。由
于外科手术和抗感染治疗，往往使一些重症肝内胆管结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
北京 100853

病人渡过了危急阶段而进入胆病终末期，此时广泛的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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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结石常伴有肝硬化及门静脉高压症，这些挑战着常规
胆道外科。
病情的改变自然会导致治疗观念和外科策略的改变。

5 微创外科与肝内胆管结石
肝内胆管结石诊断的早期化给外科临床提出了新的挑
战。实践证明切除病灶是彻底治疗肝内胆管结石最有效

对于肝内胆管结石，以往的观点认为外科只能治疗其并发

的方法，复发率最低，亦可能预防胆管癌变。但是，
“ 切肝

症，然而，基于当前的认识，肝内胆管结石病在其早期时，

动胆”在一般病人中仍有不少的顾虑，何况在早期病人，病

多是局限于 1~2 个肝段或亚肝段，清除了病灶之后，胆道系

变较局限、临床症状较轻、一个良性的病患，所以能实施肝

统可以恢复其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是我们提出的系统性、

段切除以治疗早期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例数较少。当前微

规则性肝段切除术的基础。实践证明切除手术预防肝内

创外科时代，施行腹腔镜下的肝段切除有着良好的前景，

胆管狭窄和结石再发的效果优于介入性治疗的结果。

在少数病例的使用中亦得到了证明。

3 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术的发展

6 肝内胆管结石与终末期胆病

1958 年我们首次报道以左叶和右叶肝切除术治疗肝

由胆管的病变如胆管狭窄、梗阻、结石、感染所致的

内胆管结石，其理论基础是肝内胆管结石基本上是肝内胆

肝-胆损害，最终导致肝-胆功能衰竭，称为终末期胆病。

管节段性病变，有其严格的分布范围。经过半个世纪的实

在我国，肝内胆管结石仍然是终末期胆病的最常见的原

践，此观念已经确定并有所发展。典型肝胆管狭窄合并肝

因。这些病人的共同特点是广泛的双侧性肝内胆管结石，

内胆管结石及肝纤维化萎缩，规则性的肝叶切除术已成为

长时间胆道病史，合并肝门部主要肝管狭窄，反复发作的

定型的手术。对右肝内胆管结石切除，近年来则更多地施

胆管炎，曾接受过一次或多次的胆道手术包括肝叶切除

行规则性的右前、右后段（V, VIII 段及 VI、VII 段）的肝段或

术，胆汁性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但常有一增生的肝叶代偿

亚肝段切除术。所谓规则性肝段切除是指从解剖肝门开

肝脏功能(常是增大的尾状叶)。病人一般情况较差，但在

始，严格地按照段肝管解剖学范围切除肝组织。此手术原

不发作时，
多半仍能过着正常生活。

则亦常用于左侧、双侧性或遗留的肝内胆管结石。

肝内胆管结石终末期病人，最有效的治疗应是肝切除
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但是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一般难

4 非常规径路肝切除术

以解决，常规手术往往仍然是病人和医生的惟一寄托。终

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一般通过解剖肝门途径，分离入

末期胆病病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有：
（1）正常的括约肌

肝管道，施行规则性肝切除，完全切除病变部含石的胆管

功能防止上行性胆道感染；
（2）增生代偿的尾状叶作为一

树。此手术方法已成为常规术式，但是在一些复杂情况

个“后备肝脏”；
（3）有功能的胆囊作为胆道压力的调节。

下，解剖分解第一肝门时往往遇到困难，例如在再次胆道

以上因素，在常规的外科手术时应该得到重视。我们所取

手术、胆肠吻合术后、合并门静脉栓塞及门静脉海绵样化

采的措施包括：肝门上径路的有限干预，肝门上径路肝切

的病人，常规手术时可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特别是

除及胆管狭窄纠正及改善尾状叶胆管的流出通道，在有限

在后者，肝门部侧支血管无规律性分布、壁薄，出血时难以

的病例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控制，往往迫使手术者无奈中途放弃手术，甚者有怱忙地
以纱布填塞止血而退出手术。根据此种情况，我们根据肝

7 晚期肝内胆管狭窄合并肝胆管狭窄的处理

内门静系统与肝外门静系统不同的特点，提出了“肝门上

终末期肝内胆管结石病人，更常见合并肝门部主要肝

径路”肝切除术，即是手术途径绕过肝门，根据肝内胆管病

管狭窄。由于胆管狭窄，常使肝内胆管结石发生更严重的

变范围和在肝脏表面的表现，切除该部分肝-胆组织后直

胆管梗阻和感染，加速肝实质破坏与纤维化改变。对肝门

接达肝门顶部，通过段肝管断端向胆总管和对侧肝管探查

部主要肝管狭窄的常规性手术方法是胆管整形和肝管

取石，此时手术台上胆道镜常是需要的。此手术方法创伤

Roux-en-Y 空肠吻合术。但是，对终末期的肝内胆管结石

小、手术径路直接达到病变部位，故特别适用于右侧的和

及胆管狭窄，由于肝门部以上可能仍存在梗阻及感染因

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化肝内胆管结石的外科治疗。

素，所以一旦取消了括约肌防卫作用，胆-肠吻合术之后，

肝内胆管结石病人因长时间慢性肝、胆道感染及炎症，

反而有加重胆道感染的危险，使手术后的胆管炎更加难以

或因以往胆道手术，所以合并肝外门静脉血栓形成、闭塞、

控制。对于晚期肝内胆管结石，肝内结石分布广泛者，对

“海绵样化”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此时，作为代偿机

胆-肠吻合术的使用应非常慎重，甚至我们曾多次遇见在

制，肝十二指肠韧带上副门静脉系统和胆管壁上的静脉血

此等高位的肝胆管狭窄病人，却施了狭窄以下的胆总管空

管网高度扩张，常呈血窦状，但肝内门静脉系统在门管区

肠吻合，自然，病情难以得到改喜。曾有 1 例肝内胆管结石

内，多仍属正常。因而肝门上径路即是首先直接通过肝脏

合并肝门部胆管狭窄病人，却施行了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

切开，从肝门上方比较正常的肝内途径接近肝门，一旦发

术而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最后不得不在全肠道外营养

现肝内胆管并沿管腔剪开时，手术便较容易，亦可以收到

下控制胆道感染后，
施行了再次手术。

较好的效果。

临床上常遇到，为了欲减少胆-肠吻合（多是胆管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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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肠吻合）术后的反流性胆管炎而施行胃部分切除和胃空
肠吻合术，但结果多事与愿违，甚至造成更多的向胆道而
反流。因而当前应是重新评价常规手术的时机。
胆道出口的构筑、括约肌的协调功能是天生的巧妙装

位胆管狭窄，
又保存了括约肌的完整性，
收到较好效果。
总之，肝内胆管结石的外科治疗已走过了半个世纪，时
代在变迁，科学技术在进步，应认识到肝内胆管结石在我
国尚不是一个消失中的疾病，不少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置，似乎是无可代替的。保留括约肌结构和功能上的完整

在微创外科时代，应使用微创外科技术，早期、合理地治疗

性，对于晚期肝内胆管结石病甚为重要。因此，我们将损

肝内胆管结石，达到治愈肝内胆管结石病，预防肝内胆管

伤性胆管狭窄时胃瓣修补的方法用于肝门胆管狭窄的处

结石病情的发展及终末期化，
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理。黄晓强改进的胃大弯移植修复方法，纠正了肝门部高

（本文原载于《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9 年 29 卷第 7 期 537-539 页）

【编后语】《外科临床要走的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和青年外科医生谈感受》及《肝内胆管结石治疗演变和发展》是黄志强
院士分别于 2003、2009 年为本刊撰写的文章，亦是黄志强院士生前为本刊撰写的众多文章中具有代表性部分。今日拜读，
仍能管窥到黄志强院士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黄志强院士是我国现代医学发展和进步过程具有代表性人物。我国的肝胆外科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至今日，
已成为学术气氛浓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人才辈出的专业和学科，
均得益于黄志强院士等前辈为之打下的良好基础。
黄志强院士还是一位诲人不倦、
笔耕不辍的杰出医学教育家。他亲笔撰写的文章和著作，
都是黄志强院士一生学术成
就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今日，我们重温这些重要文献，就是要在缅怀和纪念黄志强院士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
思想，推动黄志强院士等老一辈外科学家开创的中国肝胆外科事业不断进步！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编辑部

在《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创刊 20 周年之际，
黄志强院士给本刊写来亲笔贺信

黄志强院士在本刊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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