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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白细胞介素一１受体相关激酶１蛋白过表达对
细菌脂蛋白耐受的影响
王金晶

李崇辉

【摘要】

高丽杰

目的

汪江淮

黄志强

探讨细菌脂蛋白（ＢＬＰ）信号转导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ＴＬＲ２）和白细胞介素一ｌ受体相关激

酶１（ＩＲＡＫ一１）与ＢＬＰ耐受发生的关系。方法

在人胚肾２９３（ＨＥＫ２９３）细胞中过表达ＴＬＲ２以及ＩＲＡＫ一１蛋

白，利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实验观察其对ＢＬＰ耐受的影响。结果

以ＢＬＰ刺激

稳定转染并表达ＴＬＲ２的ＨＥＫ２９３细胞可以剂量依赖性地诱导ＮＦ—ＫＢ活化，而且ＢＬＰ预处理ＨＥＫ—ＴＬＲ２
细胞可诱导ＢＬＰ耐受的发生。在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中过表达ＩＲＡＫ一１可以剂量依赖性地增加ＮＦ—ＫＢ的活化并
逆转ＢＬＰ耐受：转染前ＢＬＰ活化组与耐受组的ＮＦ—ＫＢ活化程度分别为０．３２９士０．０１０和０．１６８土０．０１０；转染
０．０２弘ｇ

ＩＲＡＫ一１质粒后活化组与耐受组的ＮＦ—ＫＢ活化程度分别为０．４９３士０．０１０和０．４２７土０．０３５，均比转

染前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１）。结论ＨＥＫ２９３细胞中过表达ＴＬＲ２不能阻止ＢＬＰ耐受
的诱导，但是在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中过表达ＩＲＡＫ一１可部分逆转ＢＬＰ耐受，提示ＩＲＡＫ一１蛋白表达水平的变
化在ＢＬＰ耐受发生中起关键作用；ＩＲＡＫ一１可作为细菌感染和脓毒症治疗的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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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脂蛋白（ＢＬＰ）是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细菌

化核转录因子一ＫＢ（ＮＦ一娼）依赖的基因转录和细胞

外膜中最丰富的蛋白，在启动抗感染先天免疫中发

因子产生ｎ］。ＢＬＰ不但可以诱导炎症细胞因子产

挥重要作用。ＢＬＰ在体内是通过细胞表面受体Ｔｏｌｌ

生，导致休克甚至死亡，而且还可以诱导自我耐受以

样受体２（ＴＬＲ２）以及一系列胞内信号转导分子活

及对脂多糖（ＬＰＳ）的交叉耐受［２｛］。诱导ＢＬＰ耐受
可以使小鼠抵抗活细菌或盲肠结扎穿孔造成的脓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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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辉、高丽杰、黄志强），普通外科研究所（王金晶），爱尔兰科克大学
外科学系（汪江淮）
Ｅｍａｉｌ：Ｌｉｃｈｏｎｇｈｕｉ７２０＠ｙａｈｏｏ．ｃｏｒｎ．ｃａ

万方数据

症而免于死亡Ｈ］。因此，阐明ＢＬＰ耐受的分子机制
对于理解机体的抗感染免疫调节，以及对于脓毒症
的防治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前期研究表明，ＢＬＰ耐受的人单核细胞系
ＴＨＰ一１中表现为抑制的ＮＦ—ＫＢ活化以及丝裂素活
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磷酸化，而且白细胞介素一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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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关激酶１（ＩＲＡＫ一１）的蛋白表达、髓样分化因子

ＩＲＡＫ一１蛋白表达：收集各种处理后ＨＥＫ—ＴＬＲ２细

８８（ＭｙＤ８８）一ＩＲＡＫ一１复合物的形成以及ＩｇＢ－ａ磷酸

胞，以裂解缓冲液提取细胞总蛋白，以微量ＢＣＡ蛋

化在ＢＬＰ耐受的细胞中均明显减少Ｉｓ－ｎ］。为了进一

白试剂盒（美国Ｐｉｅｒｃｅ公司）确定蛋白浓度，每个样

步阐明这些信号分子的变化是被动发生还是通过主

品取４０～６０ ｐｇ蛋白进行变性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

动调节在ＢＬＰ耐受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考虑到一

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然后转移到硝酸

般用于ＢＬＰ活化及耐受研究的单核／巨噬细胞的基

纤维素膜上，与相应的一抗于４℃孵育过夜，再与对

因转染效率非常低，故本研究中通过在高转染效率

应的辣根过氧化物酶（ＨＲＰ）标记的二抗孵育１

ｈ，

的人胚肾２９３（ＨＥＫ２９３）细胞中过表达ＴＬＲ２和

应用皮克级超敏化学发光底物（美国Ｐｉｅｒｃｅ公司）

ＩＲＡＫ—ｌ，探讨其对ＢＬＰ耐受发生的影响。

在化学发光成像仪上照相，记录蛋白条带的表达。

１材料与方法

２

１．１实验材料：ＢＬＰ（合成的细菌脂多肽Ｐａｍ３一

２．１稳定表达ＴＬＲ２的ＨＥＫ２９３细胞获得ＢＬＰ的

Ｃｙｓ—Ｓｅｔ—Ｌｙｓ４一ＯＨ）购自德国罗氏分子生化公司。

反应性：具有高转染效率的ＨＥＫ２９３细胞本身不表

抗ＩＲＡＫ一１兔多克隆抗体（多抗）购自美国Ｓａｎｔａ

达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受体，因此该细胞对ＢＬＰ和ＬＰＳ

Ｃｒｕｚ公司，抗ＴＬＲ２兔多抗购自美国Ａｂｅａｍ公司。

刺激无反应性。将其稳定转染人ＴＬＲ２基因获得

质粒ｐＮＦ一·ｃＢ－Ｌｕｃ和ｐｈＲＬ—ＣＭＶ分别购自美国

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然后以１００ ｎｇ／ｍｌ细菌脂多肽

Ｃｌｏｎｔｅｃｈ和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质粒ｐＣＤＮＡ３一Ｆｌａｇ—

ＢＬＰ刺激０ ｈ和６ ｈ后的ＴＬＲ２蛋白表达（图１），结

ｈｕＴＬＲ２、ｐＣＤＮＡ３一ＩＲＡＫ一１和人胚肾ＨＥＫ—ＴＬＲ２、

果显示，与空载体转染的细胞相比，转染ＴＬＲ２质

结

果

ＨＥＫ—ＴＬＲ４细胞由爱尔兰科克大学外科学系汪

粒（ｐＴＬＲ２）的细胞高表达人ＴＬＲ２蛋白，证明

江淮实验室提供。将细胞培养于含１０％胎牛血清、

ＴＬＲ２蛋白在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中获得稳定过表达。

０．５ ｍｇ／ｍｌ

Ｇ４１８（一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用于维

持转染基因的稳定表达）的ＤＭＥＭ培养基中。
１．２细胞转染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实验：质

粒ｐＮＦ—ＫＢ－Ｌｕｃ是以ＮＦ一如为转录启动子的萤火
虫萤光素酶表达质粒，质粒ｐｈＲＬ—ＣＭＶ是以ＣＭＶ
为启动子的海肾萤光素酶表达质粒；前者表达水平
ＴＬＲ２：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ｐＴＬＲ２ ｚ表达ＴＬＲ２的质粒

的高低表示ＮＦ一比的活化程度，以后者的表达水平

圈１分别以空载体和ｐＴＬＲ２稳定转染人胚肾２９３

作为转染内对照。转染或诱导ＢＬＰ耐受前１ ｄ将

细胞后ＴＬＲ２的蛋白表达

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以每孔（１～２）×１０５个细胞接种于
２４孔板，按照转染试剂ＦｕＧＥＮＥ ６（美国罗氏应用

转录因子依赖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表达结果

科学公司）的要求进行转染。转染ＤＮＡ复合物含有

（表１）显示，ＢＬＰ刺激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加ＮＦ—ＫＢ

ｐｈＲＬ—ＣＭＶ以及浓度为

的活化，表明ＢＬＰ可以诱导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活化，

每孔２～２００ ｎｇ的ＴＬＲ２或ＩＲＡＫ一１真核表达质

而对稳定转染人ＴＬＲ４的ＨＥＫ—ＴＬＲ４细胞则无活

粒，以ｐＣＤＮＡ３空载体将质粒ＤＮＡ总量补齐到每

化作用，证明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在保持高转染效率

孔０．６ Ｍｇ。将转染的细胞孵育过夜，以不同浓度

的同时获得了对ＢＬＰ的特异反应性。

４００ ｎｇ ｐＮＦ—ＩｃＢ－Ｌｕｃ、１０ ｎｇ

ＢＬＰ（０、１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 ｎｇ／ｍ１）刺激６ ｈ，提取细胞

裂解物，以Ｄｕａｌ—ＧｌｏＴＭ荧光素酶检测系统（美国

表１不同浓度ＢＬＰ刺激ＨＥＫ—ＴＬＲ２和ＨＥＫ—ＴＬＲ４
细胞６ ｈ后ＮＦ—ＫＢ的活化程度（；土ｓ）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测定转染细胞的荧光素酶活性

ＮＦ一出活化程度（荧光素酶活性比值）

（ＲＬＵ），以ＮＦ—ＫＢ依赖的萤火虫荧光素酶活性与

细胞

样本

ＣＭＶ依赖的海肾荧光素酶活性比值表示ＮＦ一娼的

类壅

敦

ＢＬＰ０

ＢＬＰｌ０

ＢＬＰｌ００

ＨＥＫ—ＴＬＲ２

３

０．０３７士０．００２

０．０６３＋０．０１１ｎ

０．１５２＋０．０１５ｂ

０．２０５士０．０１６。

眦Ｋ－ＴＬＲ４

３

０．０３１：：ｔ：０．００３

０．０３２士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士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０．００６

活化程度，取３孔的均值。当诱导ＢＬＰ耐受时，在转
染前或转染后以１００ ｎｇ／ｍｌ ＢＬＰ（耐受组）或培养基
（活化组）预处理２０ ｈ，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洗２遍，
然后以１

０００

ｎｇ／ｍｌ ＢＬＰ再刺激６

ｈ。

１．３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

万方数据

ＢＬＰｌ

０００

注：ＨＥＫ—ＴＬＲ２／ＨＥＫ—ＴＬＲ４：人胚肾２９３一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Ｔｏｌｌ样

受体４，ＮＦ一小：核转录因子一心，ＢＬＰＯ、１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为细菌
脂蛋白０、１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

ｎｇ／ｍｌ刺激６ ｈｌ与柜同细胞ＢＬＰ０

比较，－Ｐ＜Ｏ．０５，６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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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ＨＥＫ２９３细胞稳定过表达ＴＬＲ２不影响ＢＬＰ

（表３），以空载体转染时，经ＢＬＰ预处理的耐受组

耐受的诱导：以双荧光ＮＦ一出报告质粒转染ＨＥＫ—

ＮＦ—ＫＢ活化程度明显低于未经ＢＬＰ预处理的活化

ＴＬＲ２细胞，分别以０、１０和１００ ｎｇ／ｍｌ ＢＬＰ预处理

组；以不同剂量ＩＲＡＫ一１质粒转染后，ＢＬＰ活化组

诱导ＢＬＰ耐受，再以１０倍剂量ＢＬＰ刺激。表２结

和耐受组的ＮＦ—ＫＢ活化程度均剂量依赖性增加，表

果显示，在以不含ＢＬＰ的培养基预处理对照组，

明增加ＩＲＡＫ一１蛋白表达可增强ＮＦ—ＫＢ的活化。特

ＮＦ—ＫＢ的活化程度随ＢＬＰ剂量增加而增强，而经

别是在ＢＬＰ耐受组，当用高剂量质粒（Ｏ．０２腿和

ＢＬＰ预处理的ＨＥＫ—ＴＬＲ２细

０．２弘ｇ）转染后，ＢＬＰ耐受组和活化组的ＮＦ—ＫＢ活

胞，再次受到高剂量ＢＬＰ刺激时，ＮＦ一娟Ｉ活化却无

化程度差异不再显著，提示过表达ＩＲＡＫ一１可部分

剂量依赖性增强，而且低于无ＢＬＰ预处理的对照

逆转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的ＢＬＰ耐受状态。

２．２

１０ ｎｇ／ｍｌ、１００ ｎｇ／ｍｌ

组，表明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仍可发生ＢＬＰ耐受，过表
达ＴＬＲ２并不影响ＢＬＰ耐受的发生。

表３

ＩＲＡＫ一１过表达部分逆转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
ＢＬＰ耐受的比较（至士５）

裹２不同浓度ＢＬＰ预处理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
诱导ＢＬＰ耐受的比较匕士ｓ）
ＮＦ－ｇＢ活化程度（荧光素酶活性比值）

样本
组剐

≥—ｉｉ——ｉ而——面丽——面而

ＮＦ－ｚＢ活化程度（荧光素酶活性比值）

组剐。茹——ｉｉｉ＿——１ｉｉｉ丽『——ｉｘｉｉ＿——面
样本

ＢＬＰ活化组３

０．３２９士０．０１０

０．３５９：ｔ：０．０１０‘０．４９３１０．０１０＊０．５１８士０．０３０ｃ

ＢＬＰ耐受组３

０．１６８士０，０１０ａ

０．２３３５：０．０１４”０．４２７＂６０，０３５。０．４５８士０．０Ｗ

注：ｍＡＫ一１：白细胞介索一１受体相关激酶１，ＨＥＫ－ＴＬＲ２ ｚ人胚肾
２９３一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ＢＬＰｌ细菌脂蛋白，ＩＲＡＫ０、０．００２、０．０２、
０．２：每孔转染０、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２ ｐｇ的ＩＲＡＫ一１；与ＢＬＰ活化
注：ＨＥＫ—ＴＬＲ２：人胚肾ＨＥＫ２９３一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ＮＦ—ＫＢ：核转

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本组ＩＲＡＫ０比较，ｏＰ＜Ｏ．０５，ｃＰ＜Ｏ．０１

录因子一出，ＢＬＰ０、１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细菌脂蛋白０、１０、１００、
ａｇ／ｍｌ刺激６ ｈ｝与本组ＢＬＰ０比较，８Ｐ＜０．０１，与ＢＬＰ

１

０００

０

ｎｇ／ｍｌｆｌｔ比较，。Ｐ＜０．０１

３讨论
我们前期的研究工作一直致力于细菌内毒素耐

２．３过表达ＩＲＡＫ一１可部分逆转ＢＬＰ耐受：图２

受［７－ｓ］和脂蛋白耐受［５书３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分析

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结果显示，经较长时间曝

其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以及细胞内信号转导机制的

光（１２０ ｓ）后，可见转染ＩＲＡＫ一１质粒（ｐｌＲＡＫ一１）的

改变，发现在ＴＨＰ一１人单核细胞中，ＢＬＰ耐受时

细胞中ＩＲＡＫ一１蛋白水平明显高于空载体转染细胞

ＴＬＲ２表达下调，但本研究在ＨＥＫ２９３中过表达

本身的ＩＲＡＫ—ｌ蛋白水平，表明以ＩＲＡＫ一１真核表

ＴＬＲ２并不能阻止ＢＬＰ耐受的发生，证明细胞表面

达质粒转染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可以获得高水平表达

ＴＬＲ２表达水平的变化只是与ＢＬＰ耐受相关，并不

的ＩＲＡＫ一１蛋白。

是导致ＢＬＰ耐受发生的关键调节蛋白。ＩＲＡＫ一１是
ＮＦ—ＫＢ、活化蛋白１（ＡＰ一１）、ＭＡＰＫｓ等信号通路上
游共同的关键信号转导分子。上游受体活化后，
ＩＲＡＫ一１的降解还是ＮＦ—ＫＢ活化的负调节环节［９］。
我们以前的研究发现，在ＴＨＰ一１细胞中ＢＬＰ刺激
可以导致ＩＲＡＫ一１蛋白的减少，而且在ＢＬＰ耐受的
细胞中ＩＲＡＫ一１蛋白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为了进一
步阐明ＩＲＡＫ一１蛋白降解在ＢＬＰ耐受发生中的作
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在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中转染不

ｍＡＫ一１：白细胞介索一受体相关激酶１，ｐＩＲＡＫ一１：

同剂量的ＩＲＡＫ一１，过表达ＩＲＡＫ一１可增加ＮＦ－ＫＢ

表达ＩＲＡＫ—Ｉ的质粒

的活化，并部分逆转ＢＬＰ耐受，证明ＩＲＡＫ一１表达

圈２人胚肾２９３一Ｔｏｌｌ样受体２细胞转染ＩＲＡＫ一１后曝光
ｌｏ

ｓ（上）和１２０ ｓ（下）的蛋白质免疫印迹结果

水平的变化的确在ＴＬＲ２介导的ＢＬＰ信号通路中
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

将正常ＨＥＫ－１ＴＬＲ２细胞或１００ ｎｇ／ｍｌ ＢＬＰ预

由于ＴＬＲ２介导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包括

处理的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转染不同剂量的ＩＲＡＫ一１

一系列级联反应，ＢＬＰ耐受的细胞中许多信号转导

质粒，再以１

分子和效应基因的表达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

万方数据

０００ ｎｇ／ｍｌ

ＢＬＰ刺激６ ｈ，结果显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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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变化可能是被动发生于另一些关键改变之后，
如本研究中发现，ＴＬＲ２虽然是这一系列反应的启
动蛋白，但是在ＢＬＰ耐受的发展中并不起关键作

ｄｕｃｅｓ
ｍｉｃ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ｉａ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ＬＲ４—－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

［５］Ｗａｎｇ ＪＨ，Ｄｏｙｌｅ Ｍ，Ｍａｎｎｉｎｇ ＢＪ，ｅｔ ａ１．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达ＩＲＡＫ一１可以部分逆转ＢＬＰ耐受，表明ＩＲＡＫ一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可作为细菌感染和脓毒症防治研究的重要靶点。

ｉｎ

１０２０—１０２６．

用。由于在ＢＬＰ预处理的ＨＥＫ—ＴＬＲ２细胞中过表

表达水平的改变在ＢＬＰ耐受发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ｓｅｐｓ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１７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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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ＡＫ一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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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瘘分析（附３例报告）
艾依热提·买买提顾杰

刘燕

李刚

【关键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胆道损伤，

胆瘘并发症

本院自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７年共实施腹

突下压痛，反跳痛，肌紧张；血白细胞及

损伤及胆瘘较常见，文献报道其发生率

腔镜胆囊切除术１ ７５６例，其中发生胆

中性粒细胞均明显升高；Ｂ超示：肝床下

在０．１％～Ｏ．５％［１］多与以下因素有关。

瘘３例，现将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如下。

包裹性积液。完善术前准备后予剖腹探

２．１手术医师思想麻痹：目前，腹腔镜

１病历资料

查，腹腔内有少量胆汁样腹水，肝床下有

胆囊切除术是普外科的常规手术之一，

１．１例１：患者男性，６７岁，因反复右上

较大量胆汁性腹水约２００ ｍｌ，术中发现

但部分医师认为腹腔镜胆囊术是小手

腹疼痛２年，进食油腻食物腹痛明显入

胆囊管残端、胆总管、肝总管解剖关系清

术，操作不够熟练，往往易导致胆道损

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全身皮肤、黏膜

晰，于肝床下端可见一小的迷走胆管瘘，

伤，成为胆瘘发生的根本原因。

无黄染，腹部无局限性压痛，上腹部未触

予小针细线逢扎，反复冲洗创面，观察确

２．２损伤肝床内小的迷走胆管：迷走胆

及肿块｝腹部Ｂ超示：结石性胆囊炎，胆

无胆痿，留置一根腹腔引流管，结束手

管占正常人群比率２５％～３０％，引起迷

囊多发结石。入院第３日行腹腔镜胆囊

术。术后４ ｄ拔管，１周后出院。

走胆管损伤通常是过多的分离解剖肝外

切除术，开腹见胆囊与网膜粘连，钝性分

１．２例２、例３：患者均为女性，年龄４９

胆管及胆道，且早期损伤的胆管少有或

离后显露出胆囊，胆囊大小、形态基本正

岁、６４岁。有多年腹痛病史，未提示有皮

不向外溢出胆汁，考虑原因是局部肝床

常，仔细分离后显露“三管”关系，切除胆

肤黏膜黄染，入院时查体腹部无阳性体

电凝引起，迷走胆管损伤致胆瘘早期不

囊后，肝床采用电凝止血，冲洗创面后未

征，同前完善术前准备后，均行腹腔镜胆

易被发现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见活动性出血及胆瘘，术后３ ｄ出院。术

囊切除术，但与例１不同的是，因胆囊及

２．３胆囊三角区解剖关系不清或肥胖

后１０ ｄ，患者因右上腹疼痛加重，伴恶

胆总管与周围组织粘连明显，手术难度

心、呕吐复诊，拟诊为“胆囊切除术后”，

较大，手术野出血较多，解剖关系欠清，

再次收入院。入院时查体：体温３７．９℃，

术后均于肝床下留置一根腹腔引流管。

脉搏８９次／ｍｉｎ，血压１１５／７０ ｍｍ Ｈｇ

术后均出现胆瘘，予全身静脉支持的同

（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主要体征为剑

时，密切观察引流胆汁的薰及色泽，２例

ＤＯＩ

ｌ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７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０乌鲁木齐，新疆油田
公司明园职工医院

万方数据

患者３周内胆汁量逐渐减少，并完全停

患者肝门区脂肪堆积：术中创面出血较
多者，因避免盲目止血损伤胆管及动静
脉，必要时予留置腹腔引流，有助于进一
步观察及治疗术后胆瘘。
参考文献
［１］黄志强．胆道外科手术学．２版．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３２．

止，拔管后痊愈出院。
２讨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中发生胆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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