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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在肝胆外科手术中术中超声的应用效果。

方法：本次研究以我院接受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 46 例患者为

主，收治时间为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手术期间，所有

患者均使用术中超声，采用正确的操作方法开展一系列治疗工作。

结果：本次研究中所选患者主要存在五种肝胆外科手术类型，

分别为囊肿开窗手术、肝穿刺活检术、肝胆管结石术、肝肿块切

除术和肝脏肿瘤切除术，所有手术顺利开展，成功率为 100%，术

后患者身体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论：使用术中超声，提高了肝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具有

准备性高、快速等优势，在临床治疗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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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ultrasound during hepatobiliary surgery. 

Methods: This study focused on 4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epatobiliary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The treatment time was from August 2018 to August 2019. During the 
operation, all patients used intraoperative ultrasound and adopted the correct operation 
method. Carry out a series of treatments. 

results: There were five types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in the selected patients in this 
study: cyst window surgery, liver biopsy, hepatobiliary calculi, liver mass resection, 
and liver tumor resection. The success rate was 100%. Postoperative patients recovered 
well and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The use of intraoperative ultrasound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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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obiliary surgery.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readiness 
and speed, and has played a greater ro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hepatobiliary surgery; intraoperative ultrasound; 
success rate; effect

前言

伴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

的诊疗仪器不断出现，在患者疾病治疗中彰显出

了更大的优势。对于接受肝胆外科手术的患者来

说，手术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方式 [1]。与以往

的手术治疗相比较，现代手术更具微创性特点，

对患者的身体伤害性小，术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降低，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2]。超声是当下一

种新型的医疗技术，具有定位准确、速度快等优

势，将其应用于手术治疗环节中，安全性更高，

得到了多数患者与医生的接受和认可，目前，术

中超声已经在肝胆外科手术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

应用 [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以我院接受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 46
例患者为主，收治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手术开展前，指导患者接受各县检查，如：

B 超、CT 等，患者均已经确诊，主要存在肝囊肿、

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肝癌等病症类型，通过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在了解患者基本信息的

情况下，采用肝胆外科手术进行治疗 [4]。共 35
名男性，其余 11 名患者均为女性，最大年龄为

78 岁，病程最长可达 4 年，对比分析患者年龄、

性别、病程等基本信息，组间差值不具有可比性

（P>0.05）[5]。

1.2 方法

在手术过程中，使用腹腔镜超声仪，重点观

察患者的病灶形态、分布等基本情况。为确保检

测的准确性，需要对超声波探头进行合理选择。

通常情况下，主要以 10.0mm 的小凸阵腹腔镜专

用超声波探头为主，对探头频率进行设置，一般

设定在 5.0-10.0MHz 范围内，使用正确的操作方

法，以便对患者的病灶有一个详细的了解。通过

对显示器成像内容进行分析，完成手术中的各项

操作，确保手术的流畅性和准确性。超声检查前，

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医护人员的辅助下，

将患者胃内积气排出体外，准备适量都可生理盐

水，计量为 500mL，将其注入患者的腹腔中，按

照穿刺的实施原则，在患者脐部和剑突下选取恰

当的穿刺部位，待超声探头插入患者腹腔后，对

患者的肝胆组织进行扫查，一般情况下，探头应

朝向上方，位置应处于肝脏膈面胆囊与肝上下腔

静脉两者之间，探查目标主要为肝脏周围静脉、

肝十二指肠韧带、肝脏膈面等部位，通过对探查

的影像进行分析，了解患者肝内外胆管病变情况

[6]。此外，在术中超声的应用下，还能够观察到

结石、扩张等情况。对于肝癌患者，在使用超声

扫描中，应将重点放在肝内肿瘤病灶的检查和肝

段水平的定位两方面当中，在对患者胆道进行扫

查时，需使用末端曲式探头，实现Ⅰ、Ⅳ和Ⅴ肝

脏面的检查，通过对影像内容进行分析，能够观

察到肿瘤的大小、胆囊异物、胆囊结石的分布情

况，获取更多的病症资料，为手术的顺利实施提

供可靠的保障 [7]。此外，在对患者肝胆情况进

行检查时，也可使用超声检测的方式，将超声探

头沿着穿刺孔插入患者体内，采用横纵切面，对

患者的肝门、胆总管等部位进行扫查，获取横断

面图像，与多普勒检查方式相结合使用，对三管

的结构加以明确。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

进行整理，计量、计数单位分别用（x±s）、%
来表示，在 t、x2 检验方式下，若组间差值符合

P<0.05 的要求，则表示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本次研究包含五种肝胆外科手术类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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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囊肿开窗手术、肝穿刺活检术、肝胆管结石术、

肝肿块切除术和肝脏肿瘤切除术，所选的 46 例

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开展，手术成功率为 100%，

术后患者未出现并发症，在院修养后，均康复出

院 [8]。

3. 讨论

超声诊断的使用原理主要是将超声技术应用

于人体的一个过程，通过对人体各部位进行检测，

可发现病灶的存在以及人体器官所存在的异常，

通过对多获取的检测数据、影像进行分析，对患

者的疾病做出相应的诊断 [9]。正是因为超声技

术所具备的无创、方便、直观等优势，得到了医

学界人士的关注，并且在肝胆外科手术治疗中得

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 [10]。近年来，我国医疗水

平不断提高，国内引进了更加新型的诊疗仪器，

CT、X 射线等影像学技术在临床治疗中得到了更

好的应用，受到了多数医生与患者的信赖 [11-12]。
术中超声属于超声医学的一个分支，将其应用于

外科手术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是手术治疗中不可缺少的诊疗环节。由以往方法

相关描述可知，采用手术超声的方法，对探头频

率、扫描方位进行调整，全面扫查患者的各个部位，

在观察患者细微病变方面准确度更高，降低了误

诊、漏诊的发生概率，通过对患者病灶分布情况

进行分析，具有针对性制定相应的手术治疗方案，

可行性更高 [13]。此外，在超声检查中，能够反

复探查，具有无创的优势，便于了解实性、囊性

病变情况。在彩色多普勒的应用下，可实现对血

管、血流情况的动态检测功能，以便对患者的病

情进行实时监控 [14]。此外，在对患者定位穿刺、

活检、注射药物等过程中，超声检查也能够发挥

出较大的作用。超声探头是超声仪器的重要组成

结构，在规范性操作下，将超声探头插入患者体

内，采用不同的方位完成扫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且操作简单，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15]。

在本次研究当中，所选的 46 例实施肝胆外

科手术治疗的患者，手术均得到顺利开展，且成

功率为 100%，术后患者并未出现并发症状，在

院休养后，均康复出院。由此可见，将超声技术

应用于肝胆外科手术治疗过程中，可提高手术成

功的概率。需要注意的是，在手术中，临床医师

应根据超声影像中的提示，对手术流程进行合理

规划，在获取患者全部的病情信息后，与医护

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手术中的各项治疗工作

[16]。现阶段，超声技术已经在临床诊疗工作中

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与以往常规的疾病诊断方式

相比较，使用超声技术，能够准确观测到患者体

内病灶的形状、结构以及分布情况，检测内容更

具全面性，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发现患者存在的病

症，得出正确的诊断结构，减少了误诊、漏诊情

况的出现 [17]。在超声技术的使用下，患者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快

康复。在 1950 年，A 型超声首次在脑肿瘤手术

中得到应用。为此，超声技术被医学界人员所重

视，经过后期的研究与临床实践发现，将超声应

用于外科手术治疗中，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手段，

应用于肾结石、胆结石、肝脏肿瘤等病症的诊断

与治疗当中，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18-20]。此外，

术中超声费用低，操作简单，具有一定的穿透能

力。将其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可帮助临床医师准

确定位病变的具体位置，对肿块有更多的了解，

在超声的引导下，完成各项手术操作，减少了剖

腹检查的次数，手术治疗效果较为显著，值得推

广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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