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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经肝胆道镜钬激光与气压弹道碎石
取石术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疗效分析

韩鑫，任静

汉中市人民医院普外科，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目的 比较经皮经肝胆道镜钬激光与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19年1月汉中市人民医院普外科收治的100例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随

机临床同期对照研究及患者自愿原则分为甲组和乙组，每组50例。两组患者均经肝胆道镜治疗，甲组患者采取钬

激光碎石治疗，乙组采取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情

况；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2周的血清胆红素(TBil)、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并统计两组

患者一次成功碎石率、术后2周的结石排净率和随访1年时的结石复发情况。结果 甲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分别为(85.24±13.59) min、(16.43±4.22) mL，明显短(少)于乙组的(89.36±15.74) min、(19.65±5.68) mL，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甲组患者的一次碎石成功率和术后 2 周结石排净率分别为 88.0%，92.0%明显高于乙组的

70.0%，7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2周，甲组患者的TBil和AST水平分别为(18.32±3.15) μmol/L、

(40.28±7.36) U/L，分别与乙组的(19.33±3.01) μmol/L、(41.03±8.04) U/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甲组患

者术后2周的ALT水平为(40.36±4.55) U/L，明显低于乙组的(44.25±4.69) 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0%，明显低于乙组的1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组患者1年后的结石复发率为

2.0%，明显低于乙组的1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皮经肝胆道镜钬激光与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

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均能取得满意效果，但钬激光碎石术碎石成功率更高，结石清除效果更好，在安全性和防止复

发方面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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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f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edochoscopic holmium laser and pneumatic ballistic lithotripsy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HAN Xin, REN Ji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Hanzhong People's Hospital, Hanzhong 723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edochoscopic holmium

laser and pneumatic ballistic lithotripsy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admitted to Hanzho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

ary 2013 and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group B according

to the randomized concurrent control trial and the voluntary principal of patients,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transhepatic choledochoscopic treatment.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while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pneumatic ballistic lithotripsy.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hospitalization

tim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levels of serum bilirubin (TBi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 (AST) before operation and at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lithotripsy, stone clearance rate at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and stone recurrence at 1 year follow-up were

count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group A were (85.24±13.59) min and (16.43±

4.22) m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less than (89.36±15.74) min and (19.65±5.68) mL of group B (P<0.05).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lithotripsy and stone clearance rate in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in group A were 88.0% and

92.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 and 76.0% in group B (P<0.05). Two weeks after operation, the lev-

els of TBil, AST in group A were (18.32±3.15) μmol/L, (40.28±7.36) U/L, which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19.33±3.01) μmol/L, (41.03±8.04) U/L (P>0.05). However, the ALT level in group A was (40.36±4.55) U/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44.25±4.69) U/L in group B (P<0.05). The incidence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

tions and stone recurrence rate in 1 year after operation in group A were 2.0% and 2.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6.0% and 16.0%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 Both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edochoscopic holmium

laser and pneumatic ballistic lithotripsy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However,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has higher success rate, better stone removal effect. Besides, it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afety and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

【Key words】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edochoscopy; Holmium laser; Pneumatic ballistic lithotripsy; Intra-

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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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外胆管结石在肝胆外科较为普遍，尤其是

胆红素结石[1]。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诱发肝内外胆

管结石发病的因素日益增多，生活节奏加快和饮食

失调是主要诱因[2]。文献研究表明，蛔虫作为人体内

肠道中最大的无脊椎寄生的线性虫体，在其整个的

生长繁殖过程中蛔虫会刺穿肠道壁，在血管中穿行，

先到达肝脏，随后突破屏障，进入肺脏甚至是胆管之

中，刺穿肺泡后进入气管，不断上行至咽部，再次回

到肠道中完成整个发育过程，因此，蛔虫卵也是引发

肝内外胆管结石的诱因之一[3]。王新玮等[4] 的研究发

现，部分结石的中心部位存在蛔虫卵，提示结石的发

生或与蛔虫的感染相关。结石治疗的方式随技术的

革新不断发展，早期以缺陷明显的传统开腹手术与

肝叶切除术为代表，现今以肝胆道镜下的辅助手术

为代表。传统的治疗方式缺陷主要是开腹手术给患

者造成的创伤大、疼痛剧烈，肝叶切除术则易引起患

者大失血，增加手术的安全隐患，且肝叶切除的不彻

底会导致结石残留[5-6]。本研究旨在探讨经皮经肝胆

道镜钬激光与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外胆管

结石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3年 1月至 2019年 1月

在汉中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就诊的肝内外胆管结石患

者 100例。纳入标准：①具备适合肝内外胆管结石各

种术式的手术适应证；②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为

C~D级；③病例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合并急性胆

囊炎；②患有肝硬化、肝癌等其他肝脏性疾病；③凝血

功能异常；④精神障碍。以随机临床同期对照研究及

患者自愿原则分为甲组和乙组，每组50例。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经医院伦委员会批准，患者及

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比较(x-±s)

组别

甲组

乙组

χ2/t值
P值

例数

50

50

男/女(例)

29/21

30/20

0.041

0.839

年龄

(岁，x-±s)
34.28±4.74

34.17±4.68

0.086

0.932

病程

(d，x-±s)
6.28±0.74

6.17±0.71

0.758

0.450

结石直径

(mm，x-±s)
39.21±3.96

40.21±4.10

1.241

0.218

Ⅰ~Ⅱ

28

31

Ⅲ~Ⅳ

22

19

0.372

0.542

结石分级(例)

1.2 手术方法 术前经影像学检查(MSCT、高分

辨 MRI 等)确诊结石的具体位置，排查出来胆管扩张

等情况，以手术模拟方法制定出准确的预案。两组患

者手术均由我院同一个泌尿外科医师团队操作。

1.2.1 甲组 该组患者行钬激光碎石，硬膜外麻

醉，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TCD)管插入 0.035-in的斑

马导丝，拔出 PTCD 管，用尖刀切开窦道 2 mm，选用

14F扩张鞘管沿导丝进入肝内胆管，留置鞘管。启动

胆胰镜工作系统，连接冷光源光纤、成像光纤、压力

泵注水系统，调适焦距、色度、对比度、注水速度；启

动钬激光工作系统、选 200 μm光纤，根据不同结石选

用合适碎石参数，输出功率<20 W，镜下碎石，碎石大

部分由压力泵注水经鞘管冲出。术毕经鞘管置入

PTCD管并拔除鞘管，行上腹部CT检查，若胆总管无

结石残留夹闭 PTCD 管，2 d 后若 PTCD 管周围无渗

漏，则可拔除。

1.2.2 乙组 该组患者采取气压弹道碎石，硬脊

膜外麻醉，采用Haoke8-9.8输尿管硬镜和气压弹道碎

石机。通过电视监视将超滑导丝插入患侧输尿管开

口后，采用旋转上调法将镜送至输尿管腔内，直视下

经输尿管镜向输尿管口插入导丝作引导，让输尿管镜

的尖端朝下，保持输尿管管腔总在视野的正前方，加

强观察结石输尿管黏膜的情况后拔除输尿管导丝，插

入气压弹道碎石探针，启动空气压缩泵单次击发，若

结石较顽固也可使用连续击发进行碎石。两组术后

行常规抗感染、止血处理，并行泌尿系平片检查。手

术结束后5 d进行X线胆管造影检查，若有结石淤堵，

重复手术取石。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①手术指标：比较两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和出院时间等情况。②治

疗效果：比较两组患者一次碎石成功率及术后 2周的

结石排净率。一次碎石成功标准：术后 3~7 d复查泌

尿系平片、静脉尿路造影结合B超、CT，结石完全排除

或结石残余<4 mm为碎石成功，残余结石≥4 mm或结

石未碎为治疗失败。结石排净标准：术后 2周复查B

超、泌尿系平片或CT提示未见结石，患侧肾积水消失则

为结石排净。③肝功能状况：分别于术前、术后2周清晨

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离心处理后使用HA-360全

自动细胞分析仪检测血样本中血清总胆红素(serum to-

tal bilirubin，TBil)、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水平，以评估肝功能状况。④术后并发症：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⑤术后结石复发情况：术后

随访 1年，统计两组患者的术后结石复发率。结石复

发标准：经B超或核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检查确诊结石

或首次胆管取石术后和再次确诊形成结石间隔半年

以上。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4.0统计学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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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呈正

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住

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甲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出血量明显短(少)于乙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一次碎石成功率及结石排净率比

较 甲组患者的一次碎石成功率明显高于乙组，术后

2周结石排净率明显高于乙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肝功能指标比较 两

组患者术前、术后2周的TBil、AS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 2周，甲组患者的ALT水

平明显低于乙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比较(x-±s)

组别

甲组

乙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手术时间(min)

85.24±13.59

91.36±15.74

2.081

0.040

出血量(mL)

16.43±4.22

19.65±5.68

3.218

0.002

住院时间(d)

9.93±2.17

10.48±2.84

1.088

0.279

2.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甲组患者术后

并发症率为2.0%，明显低于乙组的16.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396，P=0.036<0.05)，见表5。

2.5 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 术后随访1年，

甲组患者复发 1例，复发率为 2.0%，乙组复发 8例，复

发率为16.0%，甲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低于乙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5.983，P=0.014<0.05)。

3 讨论

随肝胆外科内镜技术的发展与碎石器械的革新，

大切口的开放手术在胆管结石的治疗中被逐步取代，

经皮经肝胆道镜在临床碎石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7]。Ho激光法与气压弹道作为目前革新后常用的碎

石取石法，不仅在肝内外胆管治疗中应用广泛，同时

也在输尿管及肾脏的结石治疗中效果显著[8]。气压弹

道碎石的核心技术是压缩气体，以高强的冲击波粉碎

结石，尤其对于中型(Ⅱ~Ⅲ期)的结石粉碎较为彻底，

碎石效果显著[9]，其缺陷是当遇见体积较大的结石时，

在冲击波的冲击下碎石易出现移位至肾脏的风险，不

仅会反复损伤患者的胆道，也易给其带来二次甚至多

次取石碎石的痛苦，另外一次冲击波的能量是有一定

上限的，难以真正的做到一次性清除。钇铝石榴石是

Ho激光碎石术的核心成分，其可激活稀有元素Ho达

到发出脉冲式激光的目的，是一种能将光纤末端与结

石间的大量水分子(H2O)急剧加热，产生瞬间高温粉碎

结石的新型外科技术[10]。本研究结果表明甲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出血量明显短(少)于乙组，意味着Ho激光

碎石效率比气压弹道碎石更有优势，能减少手术用时

与血液流失量。Ho激光产生的能量使光线和结石之

间的水汽化，产生的微小气泡将能量传递至结石，使

结石粉碎，该Ho激光可将结石击碎至 1 mm以下，使

其排入膀胱进而排出体外，手术时间大大缩短。由于

手术耗时较短，患者术后黏膜充血、水肿明显更轻，故

而恢复较快。术后2周两种取石碎石方式检测出的血

清 TBil、AST 水平相近，意味着不同的碎石方式在改

善患者胆管的通畅程度方面效果近似；但在降低血清

ALT水平方面，甲组检测结果更优，一定程度上代表

甲组肝脏损伤水平更低，肝功能更健全。肝脏是体内

TBil 代谢的重要器官，胆内发生结石表明胆管阻塞

不通畅，造成 TBil 的代谢障碍，引起 TBil 的积聚升

高 [11]。AST和ALT是肝功能的监测指标，一旦肝细胞

被损害，迅速产生大量AST、ALT，在高渗作用下释放

入血，造成血清中两者的含量升高[12]。波长为 2.1 μm

的Ho激光穿透力低，对组织仅有0.4 mm的穿透度，作

表3 两组患者一次碎石成功率及结石排净率比较 [例(%)]
组别

甲组

乙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成功

44 (88.0)

35 (70.0)

失败

6 (12.0)

15 (30.0)

4.883

0.027

排净

46 (92.0)

38 (76.0)

未排净

4 (8.0)

12 (24.0)

4.762

0.029

一次碎石情况 术后2周结石排净情况

表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肝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甲组

乙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术前

29.52±13.00

30.01±12.91

0.189

0.850

术后2周

18.32±3.15a

19.33±3.01a

1.639

0.104

术前

76.23±10.18

75.96±10.53

0.130

0.900

术后2周

40.36±7.55a

44.25±6.29a

2.799

0.006

术前

63.44±8.00

64.03±7.81

0.373

0.710

术后2周

40.28±7.36a

41.03±8.14a

0.483

0.630

TBil (umol/L) ALT (U/L) AST (U/L)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

表5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甲组

乙组

例数

50

50

胆道出血

1

3

胆道感染

0

3

胆漏

0

2

并发症发生率(%)

2.0

16.0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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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远远小于组织的热传导时间，余热作用深度为

0.5~1 mm，组织凝固与坏死局限于3~4 mm，故而对周

围组织热损伤极小，且其对黏膜只产生轻微而短暂的

损伤，可有效避免肝脏损伤[13-14]。魏晓平等 [15]研究发

现Ho激光具有极高精度与准度的特性，不存在冲击

和震荡的过程。袁来顺等[16-17]验证了Ho激光不仅可

以避免结石移位，还能有效减少手术过程对胆管内壁

细胞的损伤，降低对肝脏的损伤，结石粉碎更彻底，便

于结石排出体外。本研究发现甲组一次碎石成功率

及结石排净率较乙组更为显著，且甲组术后 1年内的

结石复发率低于乙组，从而验证了在清除结石效率、

防止肝内外胆管结石复发及维持结石远期疗效方面，

Ho激光相较于气压弹道更有优势的结论[18]。并发症

统计结果的数据显示，甲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为

2.0%，明显低于乙组的 16.0%，提示Ho激光碎石安全

性较好。激光碎石时首先将光纤末端与结石表面接

触，然后发射激光，结石表面的水被汽化，形成空泡，

将能量传至结石，引发结石碎裂，同时水可以吸收大

量的能量，对于机体的损伤更小，在治疗胆管结石的

手术过程中安全系数较高。

综上所述，两种碎石取石术在治疗方面均能取得

满意效果，但Ho激光碎石效率更高，结石清除效果更

好，在安全性和防止复发方面优势更明显，具有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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