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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８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

　　肝门部胆管癌是指肝总管、左右肝管及其汇合部

发生的，主要侵犯肝总管、肝总管分叉部及左右肝管

的胆管上皮细胞恶性肿瘤，也称为近端胆管癌或高位

胆管癌。１９６５年Ｋｌａｔｓｋｉｎ首先描述了胆管分叉部腺

癌的临床病理特点，故又将肝门部胆管癌称为

Ｋｌａｔｓｋｉｎ瘤。对于该病的发病率，美国的报道是

１．２／１０万
［１］，国内目前尚无确切发病率的报道，但临

床上普遍现象是肝门部胆管癌的病例越来越多。

肝门部胆管癌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无痛性

黄疸是最常见的表现，另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可有

右上腹疼痛，其他常见的临床表现有瘙痒、体重下

降、恶心等。影像学可以观察到出现黄疸的患者，

其胆囊不肿大甚至萎缩。往往患者出现黄疸后到

医院检查已是晚期肿瘤，失去了手术机会。目前手

术切除是肝门部胆管癌唯一的根治性治疗方法，但

仅有２０％的患者可以做到根治（Ｒ０）手术切除，其余

８０％需要姑息性治疗
［２］。

１　肝门部胆管癌的根治性治疗

１．１　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

对于诊断明确的患者，其全身情况能耐受手

术，应力争做到根治性切除。想做到根治性切除应

考虑以下情况：无腹膜和远处淋巴结转移、无大血

管如双侧门静脉或肝动脉受累、无肝转移、无脏器

功能不全、腹水或其他不能耐受大手术等。血管侵

犯不是根治性切除的绝对禁忌证。

１．２　Ｂｉｓｍｕｔｈ分型对手术方式选择的影响

不同的Ｂｉｓｍｕｔｈ分型对手术方式的选择有重要

影响。ＢｉｓｍｕｔｈⅠ型肝门部胆管癌主要行肿瘤局部切

除术和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切除。ＢｉｓｍｕｔｈⅡ型

肝门部胆管癌除了肿瘤局部切除和肝十二指肠韧

带骨骼化切除外，有些还需联合尾状叶切除或肝

段、肝叶切除。ＢｉｓｍｕｔｈⅢａ型肝门部胆管癌一般

行联合右半肝切除＋全尾状叶切除。ＢｉｓｍｕｔｈⅢｂ

型肝门部胆管癌主要行规则性左半肝及左侧尾叶

切除、胆囊连同胆管分叉及以下肝外胆管切除、右

肝管或右侧肝内胆管及右尾叶胆管共干成形后胆

肠吻合、以及区域淋巴结清扫。对明确血管侵犯者可

行肝动脉和（或）受累静脉切除重建。ＢｉｓｍｕｔｈⅣ型肝

门部胆管癌一般常见肝脏侵犯或血管浸润，但不应放

弃手术治疗。国内有不同中心对ＢｉｓｍｕｔｈⅣ型肝门

部胆管癌行术前评估及积极术前准备后行根治手

术切除术，在预后及手术安全等方面均取得令人满

意的结果［３］。

１．３　术前评估

考虑到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治疗肝门部胆管癌

的唯一有效方式，术前评估主要是针对肿瘤可切除

性。术前必须对患者的基本情况及是否耐受大手

术作评估。一些合并症如慢性肝病、门静脉高压通

常会对手术造成重大影响。对这类患者如果治疗

中联合非手术治疗（如化学治疗、放射治疗等），可

考虑行手术根治［４］。

影像学检查在术前评估患者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最常用的是 Ｂ超和磁共振胰胆管造影

（ＭＲＣＰ），这两种无创的检查方式可对患者肿瘤生

长位置和大小等进行初步评价。ＣＴ、ＣＴ血管成像

（ＣＴＡ）有助于明确肿瘤对周围血管的侵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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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子体层扫描（ＰＥＴ）可观察全身是否存在肿瘤远

处转移。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ＥＲＣＰ）及经皮经

肝胆管造影（ＰＴＣ）可直观了解肿瘤部位、大小和累

及范围等情况，有助于术前进一步明确肿瘤生长状

态，并可作为可根治手术的术前减黄准备工作。对

于影像学检查提示存在大血管累及或广泛肝内外

转移的患者均不可行手术切除。

１．４　术前减黄和门静脉栓塞

虽然多数患者均伴有梗阻性黄疸，但对于术前

减黄仍存在争议。一项２８例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

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研究显示，术前胆汁引流组和

未引流组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并无显著差异［５］。术

前胆汁引流并不是一个公认的常规方式，但对于存

在感染和高危因素的患者还是推荐行术前引

流［６，７］。术前选择性同侧门静脉栓塞可诱导术后剩

余肝脏代偿性增生，从而减少术后肝功能衰竭。目

前不论是术前胆汁引流还是门静脉栓塞均存在争

议，需要更多对照研究进一步讨论。

１．５　血管重建

肝门部胆管癌容易早期侵犯周围血管，且由于

其解剖部位特殊，当大血管被侵犯时往往无法行根

治性切除术。但近年来随着血管切除和重建技术

的发展，局部血管侵犯已不是根治性切除的绝对禁

忌证。国外报道显示，联合门静脉切除组与未行门

静脉切除组相比，其５年生存率和１０年生存率均有

显著提高［８］。

１．６　肝移植

对于不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由于其２

年复发率高达９０％
［９，１０］，所以肝移植在治疗肝门部

胆管癌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但是，一项挪威、瑞

典和芬兰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在通过高选择后，患者

５年生存率超过了５０％
［１１］。这提示需重新评估肝

移植在肝门部胆管癌治疗中的作用。在一些接受

新辅助治疗的高选择性患者中肝移植也取得了可

喜的结果。国外研究显示，１０６例接受新辅助放射、

化学治疗的患者中有６５例最终实施了肝移植，其５

年生存率为７６％，肿瘤复发率为１７％
［１２］。目前，对

于不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可通过新辅助化学治

疗联合肝移植，并严格筛选患者，从而提高患者生

存率、降低复发率。

２　肝门部胆管癌的姑息性治疗

２．１　肝门部胆管癌姑息性治疗的指征和目的

Ｊａｒｎａｇｉｎ等
［１３］总结姑息性治疗的指征为：患者

因素　医学上不耐受手术者，全肝硬化者；肿瘤相

关的局部因素　肿瘤累及到双侧二级胆管，肝动脉

受累，一侧肝叶萎缩伴对侧肿瘤累及二级胆管根

部，单侧肿瘤累及二级胆管根部伴对侧门静脉阻塞

或受累；转移因素　肝、腹腔或肺转移，Ｎ２淋巴结

转移。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其

预计生存时间仅为６～１２个月，姑息性治疗的目的

是缓解患者的阻塞性黄疸、瘙痒、胆管炎、疼痛等症

状，提高其生活质量。

２．２　姑息性治疗的手段

理想的姑息性治疗手段是能简单有效地缓解

患者的症状，且并发症少。目前主要有三种姑息性

治疗的方式：外科手术、经皮经肝方式和内镜方式。

２．２．１　姑息性外科手术　姑息性外科手术减黄主

要包括第Ⅲ段肝胆管空肠吻合术，右肝部分胆管分

流术和经肿瘤引流管植入术。通常对肝门部胆管

癌进行的手术胆管引流操作是第Ⅲ段肝胆管空肠

吻合术。为减轻胆汁淤积和皮肤瘙痒，最少要引流

至３０％的肝实质或两个肝段
［１４］。第Ⅲ段肝胆管空

肠吻合术有１７％～５１％并发症发生率，有６％～

１２％的死亡率，平均生存期和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９．２个月和１２个月
［２］。主要的并发症为胆肠吻合口

瘘，发生率为６％～２１％
［１５］。手术后黄疸的缓解率

可以达到７０％以上。因为右肝部分胆管分流术和

经肿瘤引流管植入术存在较高的手术并发症和死

亡率，前者还有很高的远期分流失败率。所以现在

最常用的姑息性手术是第Ⅲ段肝胆管空肠吻合术。

２．２．２　经皮经肝方式　经皮经肝胆道引流术

（ＰＴＢＤ）包括外引流、内外引流和内引流。由于

ＰＴＢＤ需经皮经肝，可能出现胆漏、出血等并发症。

如果无法通过内镜行胆汁引流，可考虑ＰＴＢＤ下内引

流或外引流，有时希望能尽可能地确保引流充分，可

以行内外联合引流。ＢｉｓｍｕｔｈⅢ和Ⅳ型的患者单纯内

镜下置入支架困难，可以通过ＰＴＢＤ将导丝穿过狭窄

部位，然后在内镜下导丝引导置入支架。对于支架和

引流范围的选择与经内镜方式基本类似。

２．２．３　内镜方式　经内镜方式主要包括内镜下鼻

胆管外引流（ＥＮＢＤ）和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内引

流。其中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内引流术重建了胆

道的生理通道，无胆汁丢失，符合生理状态，是治疗

恶性胆道梗阻的首选方法。现报道的内镜下胆道

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成功率为９０％～９５％
［１６２０］。

支架的再阻塞是放置支架后主要的远期并发症，

塑料支架和金属支架的通畅时间不同是影响支架选

择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支架再阻塞发生率的高低

与支架的直径呈负相关，而与支架的材料、有无侧孔、

放置位置均无明显关系［２１］。由于金属支架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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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Ｆ）远大于塑料支架（１０Ｆ或１１．５Ｆ），所以金属支架

的通畅时间更长。包括近端和远端恶性胆道梗阻在

内，文献报道的金属支架平均通畅时间为１０～１２个

月，而塑料支架为３～４个月
［１８，１９，２２，２３］。塑料支架阻

塞的主要原因是细菌生物被膜的形成和胆泥沉积，而

金属支架阻塞的主要原因是肿瘤的浸润性生长。一

般认为肿瘤可以通过金属支架的网眼向内生长或肿

瘤弥漫性堵塞支架的两端，但研究发现带膜的金属支

架并不能延长通畅时间，反而更容易偏移和形成细菌

生物被膜［２４，２５］。

另外一个影响支架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

素。金属支架比塑料支架更昂贵，目前认为预期存

活时间大于６个月的患者，金属支架能获得更好的

费用效益比［２６］。Ｐｒａｔ等
［２７］认为肿瘤的大小是影响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直径＞３０ｍｍ的患者中

位生存时间是３．２个月，而肿瘤直径≤３０ｍｍ的患

者是６．６个月。但在临床上有时候肿瘤的大小是很

难确定的。Ｋａａｓｉｓ等
［１９］指出是否存在肿瘤肝转移

是判断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有肝转移的患者中位

生存时间是２．７个月，而无肝转移的患者是５．３个

月。对于患者预后的判断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支架，

同时因为塑料支架置入比金属支架容易，内镜医师

的操作水平对支架选择也有一定影响。

内镜下支架置入内引流术的近期常见并发症

为胆管炎、胰腺炎、支架移位等。Ｐｅｒｄｕｅ等
［２８］进行

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对照研究认为，金属支架置入

后的近期并发症少于塑料支架，对多种危险因素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认为塑料支架是术后３０ｄ内并发

症的唯一危险因素，而Ｂｉｓｍｕｔｈ分型则与并发症发

生率无关。

ＥＮＢＤ由于长时间引流后可造成胆汁的大量流

失，造成患者的内环境紊乱和水电解质失衡，而鼻胆

管放置时间过长后可能造成鼻咽部不适。现主要把

ＥＮＢＤ作为一种过渡手段，适合于不能一次性在内镜

下置入支架的患者。ＥＮＢＤ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进

行抽吸冲洗，对合并胆道感染者行内外联合引流，胆

汁正常侧行内引流，血性或脓性胆汁侧行外引流，并

给予抗生素冲洗。

另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引流范围的选择。

对于ＢｉｓｍｕｔｈⅠ型的患者直接置入支架通过狭窄引

流，而对于ＢｉｓｍｕｔｈⅡ和Ⅲ型的患者需要一侧引流

还是双侧引流仍缺乏统一的意见。外科手术已经

证实引流肝体积的２５％已经足够缓解症状。Ｃｈａｎｇ

等［２９］回顾性研究了１４１例肝门部恶性胆道梗阻患

者，得出行双侧引流的患者生存时间、引流有效率

优于单侧引流。但近期ＤｅＰａｌｍａ等
［３０］应用塑料胆

道支架的一个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却认为单侧引

流的患 者 支架 置入 的成 功率 更高 （８８．６％ 比

７６．９％，犘＝０．０４），术后并发症（主要是胆管炎）发

生率更低（１８．９％ 比２６．９％，犘＝０．０２），而两组的

生存时间没有差异。如果将塑料支架改为金属支

架，那么单侧引流的胆管炎发生率和生存时间优于

塑料支架［３１］。因此，如果对于肝门部胆管癌患者能

成功进行单侧引流就不一定需要行双侧引流。

具体该选择哪一侧引流呢？从解剖学上讲，右

半肝占全肝的６０．０％，引流右侧肝管效果较好，但

右侧肝管较短（＜１ｃｍ），且多见解剖变异，约

２５．０％的人无右侧肝管主干，即右前和右后段肝管

分别与左肝管汇合，又称为分裂型右肝管，此时在

肝管分叉部位有３个肝管开口，如在此部位出现占

位性病变，在临床上较早期便可侵犯肝管分叉部而

导致黄疸，此时左半肝可呈明显代偿性增大。而左

肝管较长（１～５ｃｍ）且比较恒定，故左半肝胆管常

作为理想引流胆系。当然也可以在造影后选择胆

管扩张明显的一侧即胆汁阻塞严重的一侧行引流。

Ｆｒｅｅｍａｎ等
［３２］进行的研究认为应用 ＭＲＣＰ选择胆

管扩张最明显的一侧行单侧引流比较安全，且能取

得和双侧引流类似的效果。

目前６个比较手术引流和非手术引流的报道并

未发现两者的生存时间存在差异，考虑到外科手术

较高的手术并发症和死亡率，对于肝门胆管癌的患

者，只要没有根治切除指征，非手术的胆道支架引

流应当作为首选。只有在内镜或经皮放置支架失

败，且患者预期生存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才行手术引

流，其中第Ⅲ段肝胆管空肠吻合术可作为手术引流

的首选方法［３３］。

３　结语

肝门胆管癌因其解剖部位特殊，并容易侵犯周

围组织，故其手术切除率较低。目前根治性手术是

治疗肝门胆管癌的最佳方法。临床资料显示开腹

引流与介入引流平均生存时间无明显差异，但由于

前者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发生率高等原因，对于无

法根治的病例应考虑行介入治疗，避免手术创

伤［３４］。对于无法根治性手术的病例，减黄是治疗最

主要的目的，内镜下姑息治疗是最主要的引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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