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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DVSS) 对胆石症合并胆囊十二指肠瘘的治

疗方法。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1 例经 DVSS 治疗的胆石症合并胆囊十二指肠瘘的临床资料。结果 患者反复右上腹

疼痛不适 20 余年，疼痛再次发作伴发热入院。术前诊断为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在 DVSS 辅

助下行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 T 管引流术，术中见十二指肠球部及胆囊壶腹部各有一直径 1 cm 瘘口，即行瘘口

修补术，手术顺利。术后补充诊断: 胆囊十二指肠瘘。术后 3 个月随访，无并发症。结论 DVSS 应用于复杂胆道系统

疾病的治疗，术野清晰，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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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methods of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 ( DVSS) in treatment of choleli-
thiasis combined with cholecystoduodenal fistul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a patient with cholelithiasis and chole-
cystoduodenal fistula treated by DVS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patient had repetatus iterative pains
and indisposition on the right upper quadrant for over 20 years，and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or attacking pain with fe-
ver． He was diagnosed as having chronic cholecystitis with acute episode，cholecystolithiasis，and choledocholith before
surgery． Cholecystectmy and extraction of bile duct stones with T tubules drainage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help of DVSS，

and orificium fistulae kposthesis was performed when a 1cm orificium fistulae was found both in duodenal ampulla and
cystic duodenal ampulla during the operation． Complement diagnosis after surgery was cholecystoduodenal fistula． None
complication occurred during a 3-month follow-up． Conclusion DVSS in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biliary system disease
has advantages of clear surgical visual fields，easy operation，less invasion and quick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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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芬 奇 手 术 机 器 人 系 统 (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DVSS)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创手术方

式，其在腹部外科尤其是肝胆胰外科许多手术中的

应用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肯定
［1-2］。查阅国内外相关

文献，发现目前还没有关于 DVSS 治疗胆囊内瘘的

相关报道。最近我们应用 DVSS 治疗 1 例胆囊结

石、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十二指肠瘘，收到良好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女，74 岁。因反复右上腹疼痛不适 20 余年，疼

痛再次发作伴发热 1 d 入院。患者 20 年间反复出

现右上腹疼痛不适，近半年症状发作渐频繁，入院前

1 d 再次出现右上腹疼痛、发热，体温最高 39． 9℃，

院外经抗感染、解痉、止痛等治疗，症状缓解后转入

我 院。查 体: 体 温 36． 8℃，脉 搏 68 /min，血 压

130 /90 mmHg。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腹平坦，无

压痛、反跳痛，Murphy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肠鸣音

正常。血白细胞 12． 4 × 109 /L，中性粒细胞 0． 85; 丙

氨酸转氨酶 293 U /L，γ-谷氨酰转移酶 267 U /L，碱

性磷酸酶 229 U /L。腹部 B 超示: 胆囊充满型结石，

萎缩性胆囊炎; 胆总管内低回声团块，考虑泥沙样结

石可能。磁共振胰胆管造影( MRCP) 示: 胆总管结

石伴肝内外胆管扩张; 慢性胆囊炎，胆囊多发结石。
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 示: 胆总管结石; 十二指肠

憩室。术前诊断: 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结石，

胆总管结石。经积极术前准备后，DVSS 辅助下行

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 T 管引流术。手术在

全麻下进行，患者取仰卧位，躯干抬高 30°，脐下戳

孔建立气腹，腹内压维持在 14 mmHg，置入 DVSS 腹

腔镜镜头。镜头监视下分别建立另外 4 个戳孔，右

腋前线肋弓下戳孔置 2 号臂、右锁骨中线平脐处戳

孔置 3 号臂、左锁骨中线肋弓下戳孔置 1 号臂、左锁

骨中线内平脐处建立人工辅助孔。术中见胆囊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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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组织有明显粘连，胆囊三角区解剖关系不清，逆行

切除胆囊时发现胆囊与十二指肠粘连致密，仔细分

离见十二指肠球部有一直径 1 cm 瘘口并有肠液溢

出，胆囊壶腹部有一直径 1 cm 瘘口( 图 1 见封 3 ) 。
继续逆行分离，胆囊管及胆囊动脉以结扎钉夹闭、剪
断，切除胆囊。切开胆总管，0． 9% 氯化钠注射液冲

洗，冲出 1 枚胆色素性结石及大量结石残渣，胆道镜

下观察确认无结石残留后置 T 管间断缝合。十二

指肠瘘口以可吸收线间断缝合、浆肌层包埋修补

( 图 2 见封 3) 。右肝下留置腹腔引流管 1 根，术中

置胃 管 减 压。手 术 时 间 236 min，估 计 术 中 出 血

80 ml。术后诊断: 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结石，

胆总管结石，胆囊十二指肠瘘。术后予抗感染、止

痛、营养支持等治疗，术后第 1 天患者进流质饮食、
下床活动，术后第 3 天肛门排气，拔除胃管及腹腔引

流管，术后 1 周拆线出院。术后 50 d 拔除 T 管。术

后 3 个月随访，患者饮食正常，大便正常，无不适。
2 讨论

2. 1 发病原因 胆囊十二指肠瘘是最常见的胆囊

内瘘，多见于女性，好发年龄 50 ～ 70 岁
［3-4］。胆囊结

石或胆总管结石造成胆囊内压长期增高，使胆囊壁

缺血坏死，波及十二指肠致肠壁破溃。胆囊十二指

肠瘘形成后，胆结石可经瘘口排出至肠道，若结石较

大不能通过回盲瓣，可出现低位性小肠梗阻。
2. 2 诊断体会 因胆囊内瘘本身无特异性临床表

现，故术前诊断较为困难，术前如有下列情况应高度

怀疑胆囊内瘘:①老年患者，有反复发作胆囊炎的病

史;②B 超示萎缩性胆囊炎，胆囊、肝内外胆管积气;

③B 超检查发现之前确诊的胆囊结石消失，尤其是

直径大于 1． 5 cm 不能经胆道排出者。术中如发现

胆囊明显萎缩且与十二指肠有致密粘连，应警惕胆

囊十二指肠内瘘可能
［5-6］。本例为老年女性，20 年

间反复发作胆囊炎，B 超提示萎缩性胆囊炎，术前即

怀疑存在胆囊内瘘，ERCP 检查所发现的十二指肠

憩室可能即为瘘口所在，但未见胆汁流出，这可能与

结石较大堵塞瘘口有关。
2. 3 治疗体会 胆囊内瘘的外科治疗原则是切除

胆囊、取尽结石、闭合瘘口、积极处理其他并发症。
合并内瘘的胆囊一般感染较重，和周围组织粘连明

显，反复炎症致胆囊周围解剖变异，胆囊三角区解剖

关系不清，宜采取逆行切除胆囊，可使原本不清楚的

解剖关系逐渐明朗，利于辨认胆囊管与胆总管的关

系，避免造成胆管损伤
［3，6］。以往本病多采用开腹

手术完成，对患者身体及心理创伤较大，且术后恢复

慢，年老体弱患者更难以接受。近年来，腹腔镜治疗

胆囊十二指肠瘘亦有少量报道
［7］。由于反复炎症

刺激易导致胆囊三角区解剖变异，以及严重的粘连，

使得镜下手术操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外术中需要闭

合瘘口，这对术者镜下缝合技术要求较高，增加了手

术风险。
本例采用 DVSS 辅助腹腔镜完成手术，和传统

腹腔镜手术相比，该手术系统具有三维高清立体成

像技术，视野更清楚; 具备 7 个方向自由度的灵活精

准的仿真手腕; 加之术野被放大 10 ～ 20 倍，使用更

加精细、灵活的器械，使常规腹腔镜手术中难度较大

的缝合和显微吻合操作变得简单方便
［8-10］。我们在

术中发现胆囊十二指肠瘘后，通过 DVSS 的三维高

清立体图像可以非常清晰地辨认术野中复杂的解剖

关系，并应用灵活的机器人手术器械精确地完成了

镜下十二指肠瘘的缝合、修补以及 T 管的缝合。这

样不仅继承了腹腔镜手术微创的优势，减轻了患者

的痛苦，而且操作更加灵活、精细，降低了手术难度，

缩短了手术时间，避免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

得以快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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