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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下如何更好的开展胆道闭锁的诊治工作

闫学强 1,2，葛亮 2，吴晓霞 2,3，郑启鹏 2，詹江华 4△

摘要：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现已证实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新冠肺炎人群普遍易感，潜伏期1~14 d，多为3~7 d。
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胆道闭锁是一种肝内外胆管发生进行

性阻塞，并可导致淤胆性肝硬化，最终发生肝功能衰竭，是小儿外科领域中最重要的消化外科疾病之一。胆道闭锁

明确诊断后，尽快完成Kasai手术，如果超过窗口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严重肝硬化。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应尽量

减少患儿不必要的暴露，术前筛查及术后随访可通过微信或医院官方网络进行。为新冠肺炎患者实施手术时，必须

严格遵照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在医疗机构的相关防护规定，密切协调手术各方，所有人员均应做好二级或三

级防护，手术必须在负压手术间或感染手术间进行。对于不具备上述医疗条件的单位，宜尽快将需要手术的新冠肺

炎患者转诊至有条件的医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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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have been confirmed to b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caused
by 2019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history of exposure to Huanan Seafood Wholesale Market in
Wuhan in December, 2019. NCP is generally susceptible, with a latent period of 1-14 days, mostly 3-7 days. The patients
with NCP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nfection. Asymptomatic infection may also become a source of infection. Biliary atresia is a
kind of progressive obstruction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s, which can lead to cholestatic cirrhosis and liver
failure.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gestive surgical diseases in the field of pediatric surgery. After the diagnosis of
biliary atresia, Kasai opera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e window period is exceeded, severe cirrhosis
will inevitably occur.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outbreak, unnecessary exposure should be minimized for children. Preoperative
screening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can be conducted through wechat or official hospital network. During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NCP,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ules framed by the loc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or local medic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strictly followed. All members of the surgical team must function in a coordinated fashion, class 2 or 3 pre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all personnel. The operation should be performed in a negative-pressure operating room or
infection room. If the local hospital does not have the above capability, the patients with NCP requiring surgery should be
transferred immediately to a hospital with appropriat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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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

发现了多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原因肺炎

病例，现已证实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将病毒命名为

SARS-CoV-2。早期感染病例主要表现为肺炎，我

国将其命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随后的研究发

现，SARS-CoV-2感染临床表现不仅仅为肺炎，还包

括上呼吸道、气管－支气管感染；因此，2020年 2月
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

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
19”［1］。

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限期手术的安全实施

是项极富挑战的工作。限期手术是指患儿疾病不至

于危及生命，但病情较重、或进展较快，需要在近期

行手术治疗，不然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手术，如恶性实

体肿瘤进展期进行性增大；肿瘤化疗后缩小，尽快完

成肿瘤R0切除术；胆道闭锁明确诊断后，尽快完成

Kasai手术，如果超过窗口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严重

肝硬化等。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新冠肺炎的发病特点

及限期手术具体实施细节，对于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时期胆道闭锁的诊治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胆道闭锁患者的诊治是小儿肝胆外科医生面临

的巨大挑战。胆道闭锁占新生儿阻塞性黄疸的半

数，其发病率为1∶8 000~1∶14 000个存活出生婴儿，

以亚洲报道的病例为多，男女之比为 1∶2。胆道闭

锁是一种肝内外胆管发生进行性阻塞，并可导致淤

胆性肝硬化，最终发生肝功能衰竭，是小儿外科领域

中最重要的消化外科疾病之一。对于胆道闭锁的治

疗方法主要是序贯性治疗方案，在合适的年龄完成

Kasai手术，效果不佳时则需要肝移植来挽救生命。

手术时年龄的掌握是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凡淤胆

超过12~13周，胆汁性肝硬化就会变得非常严重，一

旦失去手术机会，多在1岁左右死亡。所以，小儿外

科医生熟悉新冠肺炎的防治知识，安全有效的开展

胆道闭锁的筛查及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1 小儿外科医生如何尽早的识别新冠肺炎患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

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2-3］。
为了安全开展胆道闭锁的诊治工作，尽可能早期识

别隐匿的NCP患儿，对于保护患儿、陪护家长以及医

务人员的生命安全，避免院内感染，每一位医护人员

应该熟悉 NCP患儿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

NCP人群普遍易感,潜伏期 1~14 d，多为 3~7 d。以

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2］。儿童及婴幼儿感染

的途径包括密切接触传播及飞沫传播、医院内获得

性感染、在公共场所接触到感染源等［4］。传染源主

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无症状感染者也可

能成为传染源。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

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因

此居家管理、减少医院就诊次数应是新生儿及婴儿

避免NCP感染的最为有效的防护措施。对于存在治

疗窗口期的胆道闭锁疾病来说，做好黄疸患儿早期

筛查理应是NCP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下不可忽视的

重要工作。

儿童NCP病例症状相对较轻，同样以发热、干咳

为主，但症状不典型。已有病例报道，以呕吐、腹泻

等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儿童NCP病例往往非家

庭第一位感染人员，家庭聚集性发生为其重要特点，

接诊患儿时仔细询问家庭成员的NCP病史及接触史

尤为重要［2-3］。有密切接触史或不典型的呼吸道或

消化道症状时，尽早筛查NCP有利于病房医务人员

和家长的防护，及疾病的尽早治疗。

2 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开展黄疸患儿的筛查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于怀疑胆道闭锁的黄疸患

儿，前期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并在当地做一些

必要的检查，为诊断提供依据，并为家长来医院就诊

提供信息，减少门诊就诊时间和流程，减少病人在院

时间和门诊病人之间的接触。小儿外科医生首先应

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患儿有无发热、干咳及呼吸困难

等NCP常见表现，并详细询问患儿及其家长的流行

病学史，特别是患儿 14 d内有无与来自湖北地区人

员、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接触史。对有高危接触史的

患儿或家长需提高警惕。对于疑似NCP病例均应于

发热门诊就诊，完善血液、呼吸道分泌物、粪便及胸

部影像学检查，确保不漏诊一例NCP患儿。

目前用于胆道闭锁早期筛查的方法包括粪便彩

色卡片法、超声筛查和胆红素筛查法［5］。粪便色卡

筛查法因其简便、廉价、可行已被广泛接受。相较于

后两者，粪便色卡筛查法无需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患

儿家属可自行根据粪卡颜色来辨别，更符合当前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早期筛查工作的开展。各级综

合医院产科、各级妇产医院及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

员应对产妇进行辅导，让父母学会辨别正常和异常

粪便颜色，提高对粪卡筛查胆道闭锁的重视程度。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还可发放粪卡，或者提供粪卡筛

查应用软件来提高辨别的准确度，要求父母及时地

将异常结果进行上报。新生儿出生后1个月内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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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检查婴儿皮肤和粪便颜色变化。对于皮肤黄

染持续时间超过 2~3周甚至更长时间，并伴有大便

颜色异常时，应考虑梗阻性黄疸可能，患儿父母应及

时将结果回报给医疗机构。同时各级妇幼保健院等

基层医务工作者应加强对黄疸患儿的电话随访，及

时且准确的发现问题。粪便色卡筛查法可以减少患

儿因黄疸来院就诊的次数，降低NCP感染的风险，同

时有利于胆道闭锁早期筛查，避免延误手术时机。

对于皮肤黄染及大便颜色异常的患儿建议及时

医院就诊行超声检查及胆红素检测。基层随访医务

人员应提前告知患儿家属检查所需条件，尽量减少

医院就诊时间，同时做好自身及患儿的防护工作，避

免NCP交叉感染。超声筛查主要参考指标有胆囊形

态学改变及胆囊收缩功能。胆囊形态不规则、囊壁

僵硬而毛糙、厚度不均，收缩功能改变均可作为胆道

闭锁筛查指标［5］。若胆囊呈条索状或无囊腔，进食

前后胆囊体积没有明显变化，应提高诊断胆道闭锁

的警惕性。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300 g/L，直接胆红

素水平占总胆红素50％以上时，可怀疑胆道闭锁［6］。

3 新冠肺炎疫情下何如应对胆道闭锁的手术患者

3.1 术前管理 胆道闭锁 Kasai手术属于限期手

术，随着患儿月龄增大，疾病逐渐加重，当肝脏纤维

化进展到一定程度时，Kasai手术效果便大打折扣，

所以一旦诊断胆道闭锁，应尽早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黄疸患儿无症状非疑似NCP病人的收治，建议在时

间允许条件下（患儿年龄不超过3个月）短时间的观

察。术前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排除NCP后尽

快安排手术。当患儿同时伴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时，需要评估肺炎的严重程度判断患儿手术耐受力，

同时结合患儿父母的手术意愿决定手术时机，如果

患儿病情较重无法耐受手术，可适当延长手术日龄，

转至定点医院治疗，待肺炎痊愈后再次评估后续

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胆道闭锁患儿入院后应立

即安排至隔离病房，上报科室及医院管理部门。患

儿需佩戴防护口罩，并做好隔离标识。尽可能减少

探视及陪护人员，如果病房条件允许，可采取零陪护

措施；如果条件不允许，应仅安排 1人陪护，并加强

对陪护人员的管理。应尽可能减少接触此患儿的医

务人员数量并做好相关培训和防护。医务人员在进

出隔离病房时执行标准防护措施，正确穿戴防护服、

护目镜、防护口罩等，并在接触患儿前后做好手部消

毒，与患儿直接接触的听诊器、止血带等医疗用品应

专人专用，禁止带出隔离室。应做好充分的术前检

查和准备工作。除外科术前常规检查外，还应该完

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检查从而判断病情严重程

度。涉及多学科交叉，术前应请呼吸科、感染科、麻

醉科、手术室、医务处等多个科室会诊，多学科共同

参与医疗决策。对于能够在床旁完成的检查，尽量

在床边完成；无法床旁完成的检查应走专用通道和

专用电梯至检查室完成。

3.2 术中管理 Kasai手术分为腹腔镜和开腹两种

入路，开腹手术也有搬肝和不搬肝两种方式。NCP
患儿心肺功能较其他患儿差，所以手术方式选择需

要格外慎重，尽量采取开腹的手术入路，减少人工气

腹对心肺的长时间压迫，而且也可避免腹腔镜手术

电刀切割产生气溶胶扩散；并且建议采取不搬肝的

方式，减少肝脏搬出腹腔后对体温和循环的影响，最

大程度降低术中意外发生。

手术应在独立的负压手术室或感染手术室进

行，手术转运过程同样需要专用通道和电梯。手术

室内严格限制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巡回和上台护士

人数，进入手术间后除必须情况外严禁随意出入，术

前备齐手术用品，提前将术中可能用到的X射线仪、

造影剂等放入手术室，减少术中手术室开门次数。

所有进入手术室的医务人员均应该进行不等于二级

防护措施，严格使用医用防护N95口罩［7］、防护服、

双层乳胶手套、护目镜及鞋套等，手术医生上台时还

需要使用防止渗漏的一次性防护手术单、衣服等。

麻醉医生应该尤其注意面部防护，应该加戴面屏，避

免在气管插管时接触患儿的分泌物。

麻醉过程中，麻醉医生应采取快速诱导麻醉，适

度镇静及充分肌松，避免呛咳，注意在患儿充分麻醉

后再进行插管，避免插管刺激引起剧烈反射喷出痰

液。在患儿与呼吸机之间的管路中放置过滤器，最

大程度避免呼吸机的污染。应使用封闭式吸痰管进

行吸痰，在拔管前彻底充分吸痰，减少苏醒后呛咳。

麻醉相关用品，如麻醉药品、喉镜、牙垫、面罩等必须

专人专用。

手术过程中，需要注意血液、胆汁、肠内容物等

的防护。在电刀使用时会产生气溶胶颗粒，这种气

溶胶颗粒可以悬浮于空气中，较难消除，能够通过呼

吸道吸入人体，所以尽量调小电刀功率，且助手需要

时刻注意吸走产生的烟雾，减少术中气溶胶扩散［8］。
手术医生操作要规范，器械护士动作要准确，避免因

操作失误引起刀扎伤、针刺伤等。术后参照《医护人

员穿脱防护用品的流程》脱下防护物品后由专用通

道离开。

术中切除的肝组织、胆囊、纤维板等组织应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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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并做好特殊标记，术后由专人送至病理科，确

保病理医生做好防护措施。术后可在手术室内进行

麻醉苏醒，苏醒完全后再由专人通过专用通道和电

梯送回至隔离病房。此手术间禁止连续接台做手

术，术后应对手术间进行彻底消毒和充分层流，由医

院职能部门检测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9］。所有医疗

垃圾需要特殊标注与处理，转运过程中需要注意做

好防护。术中造影用的X射线机器、射线接收板等

仪器在使用后需要彻底消毒。

4 如何对胆道闭锁术后患者进行管理

4.1 在院管理 普通患儿术后可转入普通病房继

续治疗，给予头孢三代抗生素、保肝等常规方案治

疗。由于手术创伤、应激反应患儿术后可能出现吸

收热，合并腹腔感染、吻合口漏、切口感染、早期胆管

炎等并发症时均可出现发热，需根据症状、体征、实

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鉴别发热原因。胆道闭锁术

后患儿需应用抗生素、激素治疗，免疫力低下，易合

并院内感染，导致咳嗽、发热，需与病毒性上呼吸道

感染、支气管肺炎及真菌性肺炎鉴别，同时请儿内科

医师协作诊治，对于疑似NCP患儿，应立即按国家规

定进行隔离并上报，并进行胸部 CT检查及核酸检

测。同时应加强对患儿陪护人员的宣教与管理。

疑似或确诊患儿术后应转入负压隔离病房进行

单间隔离。对于疑似或确诊患儿，在胆道闭锁术后

常规治疗方案基础上应给予足量氧疗、雾化治疗，重

视器官功能支持，与呼吸科、ICU、营养科多科协作

进行诊治。当患儿体温恢复正常3 d以上，呼吸道症

状明显缓解，肺部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炎症明显吸

收，连续 2次NCP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24
h）时，可考虑解除隔离［2］，依据病情转入普通病房治

疗或出院。

NCP具有高度传染性，可通过医院传播感染医

务人员，医务人员粗病死率为0.3%［10］。应严格执行

标准预防，根据医护操作暴露风险，采取分级防护措

施［11］。同时应采取积极措施（如N95口罩、护目镜和

防护服），以确保医护人员在本次疫情期间免受无症

状感染者感染。

4.2 胆管炎的防治 胆管炎是胆道闭锁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高发于术后1~2年，可能导致进行性肝

硬化、门脉高压、严重的胃食管出血和持续的脓毒

症。反复发作胆管炎者胆汁引流差，自体肝生存时

间短、肝移植率高［12-13］。胆管炎诊断标准：无其他部

位感染的发热(>38.5 ℃)、进行性黄疸加重、大便颜色

变浅、感染指标升高［5］。发热往往是胆管炎首发症

状，而发热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临床重要

症状之一，前者的发热多以间歇热、弛张热为主，后

者多为持续中低热且伴呼吸系统症状需加以鉴别。

应按照胆道闭锁术后门、急诊患者筛查流程接诊（图

1），对于疑似NCP表现，应按照NCP防护原则引导

患儿至小儿发热门诊就诊。胆管炎治疗首选静脉滴

注三代头孢抗生素，例如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

等，联合甲硝唑或奥硝唑，一般 7～10 d［5］。根据血

培养等病原学检查结果调整抗生素方案。对于难治

性胆管炎、反复发作的胆管炎患儿易合并其他已知

病毒性、细菌性及真菌性肺炎需与NCP加以鉴别。

4.3 术后随访工作 胆道闭锁患儿术后需要定期

复查随访，鼓励开展非接触式随访，可通过医院官方

网络、微信、视频、电话等线上复查、咨询相关事宜，

尤其是长期异地就医患儿，疫情期间应尽量减少人

员流动。如因病情需要医院就诊患者，所有诊疗均

需在确保无相关疫区接触史的情况下进行。按照胆

道闭锁术后门、急诊患者筛查流程接诊（图1）。
总之，黄疸患儿的及时检查和治疗，不能因疫情

耽误，但应该避免非必要的暴露。如黄疸患儿先期

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并在当地做一些必要的检

查，为诊断提供依据，并为家长来医院就诊提供信

息，减少门诊就诊时间和流程，减少病人在院时间和

门诊病人之间的接触。术后的随访尽量通过微信或

通过官方网络等进行。无论是确诊、疑似NCP患儿，

都应该认真对待，避免院内感染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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