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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阑尾炎合并高血压患者行开放与腹腔镜手术对血管
内皮素与 Ｃ 反应蛋白的影响
胡

慧ꎬ弓小雪

(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ꎬ山东
【 摘要】

济宁ꎬ２７２０００)

目的:观察腹腔镜阑尾切除术(ＬＡ)与开放阑尾切除术(ＯＡ)对阑尾炎合并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素( ＥＴ) 与 Ｃ 反应

蛋白(ＣＲＰ)的影响ꎮ 方法:将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就诊的 １２０ 例阑尾炎合并高血压患者分为两组ꎬ每组 ６０ 例ꎬ分别行 ＯＡ

与 ＬＡꎮ 分别于术前、术中、术后 １２ ｈ、术后 ２４ ｈ 取静脉血ꎬ检测血液中 ＥＴ、ＣＲＰ 水平ꎮ 结果:术前ꎬ两组患者 ＥＴ、ＣＲＰ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中、术后 １２ ｈ、术后 ２４ ｈꎬＯＡ 组 ＥＴ、ＣＲＰ 水平高于 ＬＡ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ＬＡ、ＯＡ 均
对患者 ＥＴ、ＣＲＰ 有明显影响ꎬ但 ＯＡ 较 ＬＡ 更明显ꎬ可见腹腔镜手术对机体刺激较小ꎬ对阑尾炎合并高血压患者更为安全ꎮ
【 关键词】

阑尾切除术ꎻ腹腔镜检查ꎻ剖腹术ꎻ高血压ꎻ血管内皮素ꎻＣ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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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 ＯＡ) ａｎｄ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 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

ｅｌ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 ( 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ＲＰ)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Ａｐｒ.２０１８ ｔｏ Ａｐｒ.２０１９ꎬ１２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Ａ ( ｎ ＝ ６０) ꎬ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Ａ ( ｎ ＝ ６０) .Ｖｅｎｏｕｓ ｂｌｏｏｄ ｗａ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１２ ａｎｄ ２４ 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Ｐ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Ｐ ｉｎ ｔｈｅ Ｏ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 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１２ ａｎｄ ２４ 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ｏｔｈ ＯＡ ａｎｄ ＬＡ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Ｐ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Ａ. ＬＡ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ｓ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ｉｓ ｓａｆｅｒ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ｎ￣
ｄｉｃ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ꎻ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ꎻ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ꎻ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ꎻ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腹腔镜技术具有切口小、美观、术后康复快、疼
痛轻、 住 院 时 间 短 等 特 点ꎬ 目 前 临 床 得 到 广 泛 推
广 [１] ꎬ但与开放手术相比ꎬ其对合并内科疾病尤其
高血压患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ꎮ 我国高血压患者
约为 ２.４５ 亿 [２] ꎬ约占全球高血压总人数的 ２０％ꎬ阑
尾炎患者合并高血压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ꎬ高血压
与血管内皮素(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ꎬＥＴ)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ＣＲＰ) 关系密切ꎮ 高血压是全身动脉系
统疾病ꎬ长期高血压引起血管内皮损伤ꎬ诱发内皮素
的释放ꎬ同时体内内皮素等增加会加重血压的升高ꎬ
ＣＲＰ 被认为是系统性炎症的敏感指标ꎬ是动脉粥样
硬化的直接介质ꎬ已被证明是血管损伤的有力预测
者 [３] ꎬＣＲＰ 升高反映了血管损伤的严重程度ꎮ 本研

究主要通过检测 ＥＴ 与 ＣＲＰ 水平的变化ꎬ以期为外
科手术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提供参考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因阑尾炎行

择期开放阑尾切除术( ｏｐｅｎ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ꎬＯＡ) 或腹腔镜阑
尾切除术(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ꎬＬＡ) 同时合并高血压的

１２０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ꎬ受试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

究取得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ꎮ 入选标准:
(１) 依据«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版) » 的原发性高血压
诊断标准ꎬ需持续或 ３ 次以上非同日血压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 和( 或) 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 [２] ꎻ( ２) 入选患者均自愿参加
本研究且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ꎮ 排除标准:有严重的器官功
能衰竭等ꎮ 结合每例患者的病情详细介绍腹腔镜与开放手
术的利弊ꎬ将患者随机分为 ＯＡ 组与 ＬＡ 组ꎬ每组 ６０ 例ꎮ 两

基金项目: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科学技术课题( ＳＤＢＪＫＴ２０１８００９９)
作者简介:胡 慧(１９８５—) 女ꎬ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ꎬ主要从事临床医学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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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２０２０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血压水平、阑尾炎症感染指

症发生ꎬ手术切口均为临床 Ｉ 期愈合ꎮ 见表 １ꎮ 两组患者术

可比性ꎬ其中炎症感染指标采用白细胞计数的方法ꎮ 麻醉方

可比性ꎮ 见表 ２ꎮ

标、手术持续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
式均采用气管插管静吸复合麻醉ꎬ均无术中、术后严重并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ｘ±ｓ)
( 岁)
５２.０５±１２.７６
５１.７８±１０.８５
０.１２
０.２１

ＯＡ 组
ＬＡ 组
ｔ / χ２ 值
Ｐ值

组别
ＯＡ 组
ＬＡ 组
χ２ 值
Ｐ值
１.２

性别( ｎ)

年龄

组别

表２

男
３１
２９

０.５７
０.６７

女
２９
３１

体重指数
( ｋｇ / ｍ )
２３.５１±０.０５
２２.８６±０.０６
６４.４７
０.１６

两组患者降压药物数量与类型的比较( ｎ)
药物数量
未用
３
４

手术方法

任１种
２６
２７

２.０５
０.０６

≥３ 种
８
７

钙离子
拮抗剂
３３
３３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１３
１２
０.６８
０.３３

ＯＡ 组:取右下腹斜切口ꎬ逐层切开分离入

口ꎬ建立 ＣＯ２ 气腹ꎬ压力维持在 １２ ~ １５ ｍｍＨｇꎬ置入腹腔镜ꎬ探
查腹腔ꎬ分离阑尾ꎬ结扎阑尾根部ꎬ用超声刀电灼残端ꎮ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于术前、术中即阑尾摘除后、术

后 １２ ｈ、术后 ２４ ｈ 抽取空腹静脉血 ５ ｍＬꎮ 将抽取的静脉血

样收集在冷却的容器中ꎬ并立即以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速度离心ꎮ
离心后将血清放置在￣７０° 下保存备用ꎮ ＥＴ 通过酶联免疫吸
附法进行检测ꎬＣＲＰ 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进行检测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ꎮ 计
数资料以( ｎ) 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ꎻ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比
较采用 ｔ 检验ꎻ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中 ＥＴ 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ＥＴ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术中、术后 １２ ｈ、
术后２４ ｈꎬＯＡ 组患者 ＥＴ 含量高于 ＬＡ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组别

两组患者 ＥＴ 含量的比较[ ｐｇ / ｍＬꎬ( ｘ±ｓ) ]
术前

术中

术后 １２ ｈ

术后 ２４ ｈ

ＯＡ 组 ３６.４５±２.１５ ５８.２１±２.２５ ７２.５６±３.４９ ５８.６７±２.９３
ＬＡ 组 ３５.７８±３.２５ ４４.１２±３.１２ ５８.３４±２.５２ ４２.１３±３.３２
ｔ值

Ｐ值

１.０１
０.１２

２８.３７
０.０１

２５.５９
０.０１

３５.８３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 ＣＲＰ 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ＣＲＰ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ꎻ术中、术后 １２ ｈ、 术后
２４ ｈꎬＯＡ 组 ＣＲＰ 高于 ＬＡ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３ 讨 论
阑尾炎是普通外科常见病 [４] ꎮ 由 ＭｃＢｕｒｎｅｙ 于
１８８９ 年首次提出经麦氏点或腹腔切开切口行阑尾

手术时间

( ×１０９ / Ｌ)
１２.６５±１.５２
１２.７８±１.３４
０.５３
０.３２
药物类型

任２种
２３
２２

白细胞

血压

( ｍｍＨｇ)
１２４.６８±０６.５９
１２５.５９±０５.６８
０.５５
０.５４

２

腹ꎬ采用顺行或逆行法行阑尾切除术ꎮ ＬＡ 组:脐上做弧形切

１.３

前降压药物数量及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有

β￣受体

阻滞剂
１７
１６

( ｍｉｎ)
３９.４±６.９
４３.２±７.０
１.８９
０.０６

利尿剂
４
４

复方制剂
及其他
８
１１

切除术 [５] ꎬ迄今开腹手术已有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ꎬ
具有技术成熟、成功率高等优点ꎮ 自 １９８３ 年 Ｓｅｍｍ
首先报道 ＬＡ 以来ꎬＬＡ 在急性阑尾炎的外科手术治
疗中已逐渐普及 [６] ꎮ 从开放手术到腹腔镜手术的演
变ꎬ大大提升了美观效果ꎬ缩短了住院时间ꎬ加快了
患者的康复速度ꎬ减轻了术后痛苦并降低了切口感
染率ꎮ
表４

两组患者 ＣＲＰ 含量的比较[ ｍｇ / Ｌꎬ( ｘ±ｓ) ]

组别

术前

术中

ＯＡ 组

４.６８±１.８６

７.８５±１.５８

ｔ值

０.４５

１０.５９

ＬＡ 组
Ｐ值

４.５２±２.０５
０.４６

５.１８±１.２１
０.０４

术后 １２ ｈ

术后 ２４ ｈ

１５.３３±３.４９ ２７.５２±７.８４
１１.２３±４.５６ １６.７７±６.０２
５.５３
０.０４

８.４２
０.０４

在过去 ６０ 年里我国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高血
压抽样调查ꎬ调查发现我国高血压患病率由 １９５９ 年
的 ５.１％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７.７％ꎬ１９９１ 年上升为１３.６％ꎬ截
至 ２００２ 年更是高达 １８.８％ꎬ由此可见我国高血压患
病率一路走高 [７] ꎮ 临床工作中ꎬ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出现ꎬ阑尾炎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数量也呈上升
趋势ꎬ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存在较多的疑点与难点ꎬ
腹腔镜能否完全取代开放手术ꎬ对于合并多种内科
疾病尤其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ꎬ因此探讨腹腔镜手
术与开放手术对机体的创伤显得尤为迫切ꎮ 资料显
示ꎬ高血压的形成、控制与体内 ＥＴ、ＣＲＰ 的含量有
关 [８] ꎮ 因此研究患者血中 ＥＴ、ＣＲＰ 的含量有助于了
解高血压患者血管内膜的损伤状况ꎮ
ＥＴ 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肽家族ꎬ主要包括
血 ＥＴ￣１、ＥＴ￣２、ＥＴ￣３ꎬ其中 ＥＴ￣１ 是目前已知较为有效
的血管收缩剂ꎮ 它通过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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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系统、血管加压素与心钠素ꎬ从而影响水、盐在体
内的稳态ꎬ并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兴奋ꎮ 在动物的高
血压模型中ꎬ抑制内皮素受体能起到缓慢的降压作
用 [９] ꎬＥＴ 的总体作用是增加血压与血管紧张度ꎬ引
起区域性或全身性血管收缩与细胞增殖ꎬ导致原发
性高血压、肺动脉高压、慢性心力衰竭及慢性肾衰竭
等 [１０] ꎮ 因此 ＥＴ 水平的升高可引起局部或周身的血
管收缩ꎬ在引起或加重高血压、心肌缺血、脑卒中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ＣＲＰ 存在于动脉壁中ꎬ其水平反映了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内的炎症程度ꎬ同时也能反应动脉内粥样
硬化斑块破裂的倾向ꎬ斑块破裂可导致缺血事件的
发生 [１１] ꎮ 充分的实验室及临床证据显示ꎬＣＲＰ 作为
缺血性心脏病如急性心肌梗塞、不稳定性心绞痛等ꎬ
外周动脉疾病、中风的危险标志物正变得越来越重
要ꎮ ＣＲＰ 可直接抑制内皮细胞产生 ＮＯ [１２] ꎮ 因此高
水平 ＣＲＰ 可降低 ＮＯ 的生物效应ꎬ抑制鸟苷酸环化
酶的激活ꎬ导致血管舒缩张力紊乱ꎬ促进平滑肌细胞
的增殖ꎬ最终诱导心肌细胞肥大与心肌纤维化ꎮ 此
外ꎬＣＲＰ 还能促进其他炎症蛋白的生成ꎬ包括细胞间
黏附分子￣１、血管细胞黏附分子及 Ｅ￣选择蛋白ꎮ 这
些炎症蛋白可促进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浸润ꎬ导致心
室纤维化与重塑 [１３] ꎮ 以上氧化应激与炎症途径相

Ｆｅｂ.２０２０

互作用下加速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ꎬ引起心室重构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术前 ＥＴ、ＣＲＰ 含量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具有可比性ꎻ术中、术后 １２ ｈ、术
后 ２４ ｈꎬＯＡ 组 ＥＴ、ＣＲＰ 含量高于 ＬＡ 组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ＥＴ、ＣＲＰ 含量增高的原因主要考虑以下
方面:(１) ＯＡ 较 ＬＡ 术后疼痛明显ꎬ刺激交感神经兴
奋ꎬ抑制迷走神经ꎬ引起机体发生应激反应ꎮ (２) ＯＡ
手术切口大ꎬ术中、术后出血量较 ＬＡ 多ꎬ这也可造
成机体产生炎性介质与细胞因子ꎮ ( ３) ＯＡ 可产生
肠道刺激ꎬ影响肠道蠕动ꎬ引起肠道粘连甚至肠梗
阻ꎮ (４) ＯＡ 中切除的阑尾标本自切口取出ꎬ可能增
加切口污染率ꎬ诱发机体产生炎性介质ꎮ 可见 ＯＡ
对机体创伤更大ꎬ可引发更多的炎性因子释放ꎬＥＴ
可诱发血管内膜损伤ꎬ引起血管收缩ꎬ造成交感神经
系统的激活ꎬ抑制迷走神经ꎬＣＲＰ 也可引起血管收缩
舒张紊乱ꎬ引起不稳定斑块的破裂ꎬ 诱发急症高血
压、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等ꎮ
综上所述ꎬ可见相较 ＯＡꎬＬＡ 较少引起机体损
伤ꎬ更适于合并较多内科疾病尤其血管性疾病ꎬ如高
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脑血管病等患
者ꎬ这需要临床医生不停探索与学习ꎬ根据患者病情
选择更为合适的手术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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