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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肝胆外科

经腹腔镜逆行胆囊切除术治疗复杂胆囊结石
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詹先锋 1， 邱
摘要

钧 1， 项本宏 2， 方

寅 3， 李志贵 1

目的：探究经腹腔镜逆行胆囊切除术（LRC）治疗复杂胆囊结石（CGS）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

2019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237 例行 LRC 治疗的 CGS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分为无并发
症组（220 例）和并发症组（17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构建风险评分模型，并评价其预测价值。结果：本研究中有 17 例 CGS 患者行 LRC 治疗后出现并发症，
发生率为 7.17%（17/237），包括胆管损伤 3 例，胆囊管过长 3 例，结石 4 例，胆漏 7 例；糖尿病、胆囊壁厚度＞ 5 mm、
胆囊颈部结石、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角粘连、急诊手术均是影响 CGS 患者行 LRC 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
将上述危险因素纳入风险评分模型，分别赋予 19、35、42、31、38、27 分的权重，将总分≤ 69 分定义为中危组，69~152
分定义为高危组，＞ 152 分定义为极高危组，模型预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较好。结论：分析影响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
发生的危险因素，有利于临床上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对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腹腔镜逆行胆囊切除术；复杂胆囊结石；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风险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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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complications after laparoscopic retrograde
cholecystectomy (LRC) for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gallbladder stones (CGS) and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dentiﬁcation of clinical risk factors. Methods The 237 CGS patients treated with LRC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uncomplicated group (220 cases) and complication
group (17 cases). The gener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The single-factor and multi-factor
Logisitic regression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A risk
scoring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its predictive value was evaluated. Result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ded 3 cases of bile duct injury, 3 cases of cystic duct excessive length, 4 cases of calculus and 7 cases of bile
leakage.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7.17% (17/237). The diabetes, gallbladder wall thickness >5 mm, gallbladder
neck stones, adhesions of surrounding organs, Calot triangle adhesions and emergency surgery are all risk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LRC in CGS patients (P <0.05). The above risk factors were
included in the risk score. The model assigns weights of 19, 35, 42, 31, 38 and 27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total scores ≤ 69 points are deﬁned as the intermediate risk group, >69 points and ≤ 152 points are deﬁned
as the high-risk group, and >152 points are deﬁned as the extremely high-risk group. The model predicts better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Conclusion Analyzing the risk factors of complications after LRC in CGS
patients and constructing a risk scoring model are
conducive to early clinical identiﬁcation of high-risk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1. 肝胆外科；2. 胃肠外科；3. 急诊外科
group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ducing
（安徽芜湖 241000）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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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Laparoscopic retrograde cholecystectomy; complicated gallbladder stone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isk factors; risk scoring model
复杂胆囊结石（complicated gallbladder stones，
CGS）是胆囊结石的一种，是指伴有胆囊萎缩、
水肿、胆囊三角粘连严重或解剖困难、胆囊动脉、
胆囊管或结构变异的胆囊结石 [1]。随着 CGS 病情
的加重，会导致急性胰腺炎、胆囊癌症等严重疾病
的出现 [2]。目前，腹腔镜切除术已成为治疗胆囊
病变的金标准，具有视野清晰、创伤小、操作简便、
术后恢复快等特点 [3]。近年来，腹腔镜逆行胆囊
切 除 术（laparoscopic retrograde cholecystectomy，
LRC）是治疗 CGS 的常用术式，提高了手术的成
功率 [4]。但仍有部分 CGS 患者术后出现胆管损伤、
胆漏、术后综合征等并发症，影响治疗效果。目前，
关于影响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的因素的研究较
少，且尚未完全统一，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本研究探讨 LRC 治疗 CGS 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
因素，对临床上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
预后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我院收治的 237 例行 LRC 治疗的 CGS 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根据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分为无并发
症 组（220 例 ） 和 并 发 症 组（17 例 ）。 无 并 发 症
组 中 男 117 例， 女 103 例；年 龄 25~78 岁， 平 均
（53.64±4.72）岁；并发症组中男 10 例，女 7 例；
年龄 25~76 岁，平均（54.28±5.12）岁。本研究
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
2018 版“中国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内科诊疗共
识意见”[5] 中关于 CGS 的诊断标准，且经计算机
断层摄影（computer tomography，CT）、B 超检查、
磁共振胰胆管造影确诊；2）术前肝功能正常；3）
符合 LRC 的手术指征；4）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
究知情。排除标准：1）妊娠或哺乳期女性；2）合
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3）合并恶性肿瘤；4）急性
感染；5）患有精神疾病。
1.3 方法
1.3.1 一般资料的收集 通过电子病历收集所有
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程、是否
患有糖尿病、腹腔手术史，记录胆囊壁厚度、有
无胆囊颈部结石、胆囊与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

角粘连情况、手术性质（急诊手术或择期手术）、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1.3.2 手 术 方 法 所 有 患 者 术 前 均 行 B 超 检
查，对于有胆总管扩张者，均行磁共振胰胆管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检查，以排除总胆管病变。患者全身麻醉，
取头高脚低的体位。建立 CO2 气腹，采用四孔法
置入腹腔镜探头，了解胆囊及其周围组织、脏器
结构，从胆囊壶腹部结石嵌顿处或胆囊底部切开
胆囊壁，穿刺减压胆囊，剥离至 Calot 三角区，分
离结扎切断胆囊动脉，电钩灼凝残留胆囊床的胆
囊后壁黏膜，在距离胆管约 0.5~1.0 cm 处钳夹并
切除胆囊管。常规放置引流管，解除气腹，用生
理盐水清洗伤口，进行止血。
1.3.3 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诊断标准 患者术后
并发症包括胆管损伤、胆囊管过长、结石、胆漏。
胆管损伤 [6] ：术后胆道结构破坏或胆流异常，临
床表现为高热、剧烈腹痛、黄疸等症状，术后经 B
超、CT、MRCP、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证实。
胆囊管过长符合《消化疾病诊疗指南》[7] 中的诊
断 标 准， 且 经 B 超、CT、MRCP、ERCP 等 检 查
证实。结石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8] 中的诊断标准，且经 B 超、CT、MRCP、
ERCP 等检查确诊。胆漏的诊断标准 [9] ：术后腹腔
引流管单次胆汁引流量≥ 100 mL/d，或连续 3 d 有
胆汁流出。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19.0 软件，
作图工具采用 GraphPad Prism 5.0 软件。计量资料
采用
表示，组间对比采用独立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 表示，组间对比采用 χ 2 检验。采用
Logisitic 单 因 素 及 多 因 素 分 析 CGS 患 者 LRC 后
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根据危险因素构建风险
评分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曲线评价模型预测的区分度。
按照预测概率的大小分成 5 组，计算每组实际观
测概率，应用 Hosmer-Lemeshow 相关分析评价预
测概率和观测概率的相关性，评价模型的校准度。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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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本研究中有 17 例 CGS
患者行 LRC 治疗后出现并发症，发生率为 7.17%
（17/237），包括胆管损伤 3 例，胆囊管过长 3 例，
结石 4 例，胆漏 7 例。
表1
组别

2.2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糖尿
病、胆囊壁厚度、胆囊颈部结石、周围脏器粘连、
Calot 三角粘连、手术性质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无并发症组（n =220）

并发症组（n =17）

年龄 [ 例（%）]
≤ 45 岁

109（49.55）

10（58.82）

＞ 45 岁

111（50.45）

7（41.18）

性别 [ 例（%）]
男

117（53.18）

10（58.82）

女

103（46.82）

7（41.18）

病程 [ 例（%）]
≤3年

86（39.09）

8（47.06）

＞3年

134（60.91）

9（52.94）

糖尿病 [ 例（%）]
有

114（51.82）

14（82.35）

无

106（48.18）

3（17.65）

胆囊壁厚度 [ 例（%）]
≤ 5 mm

87（39.55）

15（88.24）

＞ 5 mm

133（60.46）

2（11.76）

胆囊颈部结石 [ 例（%）]
有

113（51.36）

13（76.47）

无

107（48.64）

4（23.53）

周围脏器粘连 [ 例（%）]
有

152（69.09）

16（94.12）

无

68（30.91）

1（5.88）

Calot 三角粘连 [ 例（%）]
有

82（37.27）

12（70.59）

无

138（62.73）

5（29.41）

腹腔手术史 [ 例（%）]
有

97（44.09）

5（29.41）

无

123（55.91）

12（70.59）

解剖变异 [ 例（%）]
有

108（49.09）

7（41.18）

无

112（50.91）

10（58.82）

手术性质 [ 例（%）]

t/χ2

P

0.543

0.461

0.202

0.653

0.419

0.518

5.923

0.015

15.260

＜ 0.001

3.995

0.046

4.789

0.029

7.319

0.007

1.387

0.239

0.396

0.529

7.050

0.008

急诊手术

95（43.18）

13（76.47）

择期手术

125（56.82）

4（23.53）

手术时间（min）

87.26±20.13

88.15±19.42

0.176

0.860

术中出血量（mL）

81.62±23.14

82.56±22.31

0.162

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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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
症的因素 糖尿病、胆囊壁厚度、胆囊颈部结石、
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角粘连、手术性质与 CGS
表2

患者行 LRC 后并发症的发生有关（P ＜ 0.05）。见
表 2。

单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因素

β

S.E.

Wald χ2

P

OR（95%CI）

糖尿病

1.323

1.285

1.059

0.022

3.753（3.064~4.442）

胆囊壁厚度

1.635

1.614

1.026

0.002

5.127（4.108~6.146）

胆囊颈部结石

1.878

1.328

2.000

＜ 0.001

6.542（5.726~7.358）

周围脏器粘连

1.574

1.037

2.303

0.005

4.825（3.725~5.925）

Calot 三角粘连

1.726

1.349

1.637

0.001

5.618（4.842~6.394）

手术性质

1.491

1.573

0.899

0.011

4.442（3.647~5.237）

项目

2.4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
症的因素 糖尿病、胆囊壁厚度＞ 5 mm、胆囊颈
部结石、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角粘连、急诊手

图1

术均是影响 CGS 患者行 LRC 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
因素（P ＜ 0.05）。见图 1。

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因素

2.5 模型的构建 糖尿病、胆囊壁厚度＞ 5 mm、
胆囊颈部结石、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角粘连、
急诊手术分别赋予 19 分、35 分、42 分、31 分、38 分、

图2

27 分。根据 X-tile 软件获得的截断值，将患者划
分为中危组（≤ 69 分）、高危组（69~152 分）和
极高危组（＞ 152 分）。见图 2。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发生风险的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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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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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分模型的 ROC 曲线下

3.65%、9.12%、21.64%、35.79%、46.42%， 观

面积为 0.845（95%CI ：0.796~0.894，P ＜ 0.001），

测概率分别为 4.01%、9.45%、21.08%、34.28%、

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3.64%、88.73%，区分度

47.43%，Hosmer-Lemeshow 相 关 分 析 P ＞ 0.05，

较好；CGS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预测概率分别为

校准度较好。见图 3。

注：A为ROC曲线评价模型的区分度；Ｂ为模型的校准度评价

图3

3

术后并发症风险评分模型的评价

是导致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与梁冰 [14] 的

讨论
腹腔镜顺行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 CGS 的最

研究结果一致，胆囊壁增厚是胆囊炎的典型表现，

常用术式，但在胆囊炎症较为严重、与周围组织

发病后，随着病程的推移，充血水肿症状逐渐加重，

。而 LRC 是

导致手术分离困难。俞阳等 [15] 研究表明，胆囊颈

从解剖关系较为明确的胆囊底部向胆囊颈部推进

部结石是导致酒精性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腹

切除，避免了三角关系不清时操作的盲目性导致

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现本

粘连紧密时，容易伤及血管和胆道

的胆管损伤和大出血

[10]

[11]

。但对于胆囊壁层次不明

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果，胆囊颈部结石容易诱发

的患者，仍会出现损伤肝总管、右肝管等组织的

胆囊炎症和局部粘连，手术难度增大，可导致胆

可能

[12]

。因此，早期识别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

症的风险因素尤为重要。
本研究中，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包括胆管

囊管损伤。本研究中，周围脏器粘连、Calot 三角
粘连是导致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发生的因素，
与邵加厂 [16] 的研究结果一致，胆囊与周围脏器粘

损伤、胆囊管过长、结石、胆漏。唐伟 [13] 研究表明，

连，导致解剖结构不清，术中容易引起胆管及周

合并糖尿病、急诊手术与老年患者腹腔镜顺行或

围组织损伤，同时也增加了术后胆漏的风险；Calot

顺逆结合胆囊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关，与本

三角区域包括肝脏、肝总管及胆囊管，该区域有

研究结果相似，高血糖环境能够促进细菌的生长

胆囊颈部淋巴结，若出现粘连，手术过程中难以

繁殖，引起组织水肿，伤口愈合缓慢，增加术后

准确定位胆囊动脉，容易出现肝动脉损伤。

感染的风险；急诊腹腔镜手术患者通常病情较为严

本研究构建了预测 CGS 患者 LRC 后并发症发

重，其胆囊组织已部分或全部坏死，增加了手术

生风险的评分模型，并根据 X-tile 软件获得的截断

操作的难度，且术前无法做好充分准备，导致术

值，将患者划分为不同风险等级，内部检验结果

后并发症较多。在本研究中，胆囊壁厚度＞ 5 mm

显示，风险评分模型预测的区分度较好，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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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须知·
文稿所含图表的具体要求
本刊采用三横线表，
如遇有合计和统计学处理内容（如 t 值、
P 值等），
则在此行上面加一条分界横线；
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
一般按标准差的 1/3 确定有效位数。表格中注释用的角码符号采用单个角码的形式，
按 a、
b、
c、
d、
e、
f…顺序选用，
在表注中依先纵后横的顺序依
a

aa

次标出。单一角码用于表示 P＜ 0.05；
若用表示 P＜ 0.01，
则用双角码，如
“ P＜ 0.05；P＜ 0.01”
。线条图的高宽比例以 5∶7 为宜。
图片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
建议采用 tif 格式，
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组织（病理）学图片应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
倍数。图片若为人像，
应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
或遮盖其能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分。
照片的大小以 9 cm×6 cm 为宜，
每幅照片的背面应贴上在正文中出现的序码并注明上下方向。大体标本照片应有尺度标记。照片中需标
注的符号(包括箭头)请另用纸标上，
不要直接写在照片上，
照片不可折损。机上下载的大体和组织、
细胞图片应改拍为像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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