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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小儿急性阑尾炎患者血小板各项参数的变化情况，探讨血小板指标在该

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为该疾病的诊断提供更多实验室依据。方法

选择５２例急性阑尾炎患儿及４９

例健康对照者，采用Ｓｙｓｍｅｘ ２１００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小板参数，包括血小板计数（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ｃｏｕｎｔ，

ＰＩ』）、平均血小板体积（ｍ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ＭＰＶ）、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ｉ８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ｄｔｈ，ＰＤｗ）
及外周血细胞计数。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检测结果及各参数间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与对照

组相比，阑尾炎患者组ＷＢＣ及ＰＬＴ明显升高，而ＭＰＶ和ＰＤＷ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１）。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ＭＰＶ与ＰＤＷ（ｒ＝０．９７４，尸＜０．０１），以及ＰＬ｜Ｔ与ＷＢＣ（ｒ＝Ｏ．４５１，Ｐ．＜０．０１）均呈
正相关关系，ＰＬＴ分别与ＭＰＶ和ＰＤＷ（ｒ＝一０．６１０，ｒ＝一０．６２１，Ｐ均＜０．０１），ＷＢＣ分别与ＰＤＷ和ＭＰＶ（ｒ＝
一０．３３５，ｒ＝一０．３６４，Ｐ均＜Ｏ．０５）均呈负相关。结论急性阑尾炎患儿外周血存在Ｐ【Ｔ增高、而ＭＰＶ和
ＰＤＷ降低的血小板模式，用这些参数联合其他炎性指标建立诊断模型可能对小儿急性阑尾炎具有较大
的实验室诊断价值。

【关键词】急性阑尾炎；小儿；血小板计数；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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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是外科常见病，居各种急腹症的首

点㈦，因此，该病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显得尤为重

位，其中儿童约占各年龄人群患者的１０％。小儿急

要。然而，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小儿患者往往存在病

性阑尾炎发病的高峰年龄为６～１２岁，５岁以下幼儿

史询问或叙述困难，常得不到典型的转移性腹痛的

较少见¨。该病病情发展快而严重、早期即出现高热

病史；且腹痛范围较广泛，有时腹痛不是首发症状，

和呕吐，并具有穿孔率高、并发症和病死率较高等特

常常先有上呼吸道疾病，继而诱发急性阑尾炎，这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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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均容易造成诊断的延误，继而导致肠穿孔等严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戈蜘表示，两组间计量资

重并发症的发生口］。此外，目前对于小儿急性阑尾炎

料的比较采用ｆ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的诊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检查的阴性率达２０％～

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０％Ｈｊ；病史、体格检查和常规的实验室检查常无法

２结果

提供充分的数据来确诊早期急性阑尾始２４１；影像学

２．１两组问ＷＢＣ及血小板参数结果比较

检查虽然可以为早期和快速诊断提供帮助，但依然

组相比，阑尾炎组外周血ＷＢＣ及ＰＬＴ明显升高，

不够。

ＭＰＶ和ＰＤＷ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血小板是骨髓巨核细胞胞质脱落的小块，在止

与对照

均＜０．０１）。结果见表１。

血、伤口愈合、炎症反应、血栓形成及器官移植排斥

２．２相关性分析

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有重要作用、５。炎症反应时，血

２．２．１

小板被激活后释放多种炎性介质，促使其他炎症细

ＭＰＶ与ＰＤＷ呈高度正相关关系（ｒ＝０．９７４，Ｐ＜

胞聚集、趋化；同时血小板可黏附聚集在病原体周围

Ｏ．０１），而ＰＩＪ与ＭＰＶ（ｒ＝一Ｏ．６ｌＯ，Ｐ＜０．０１）、ＰＩ』ｒ与

防止其扩散，吸引吞噬细胞集中在炎症区，释放杀菌

ＰＤＷ（ｒ＝一０．６２１，Ｐ＜０．０１）均呈负相关关系。见图

物质（溶菌酶等），参与组织损伤与修复反应ｊ。。

１Ａ～图１Ｃ。

实验室检测血小板常用血小板参数来表示，包

２．２．２

血小板各参数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

ＷＢＣ与血小板各参数问的相关性分析

结

括血小板计数（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ｃｏｕｎｔ，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

果显示，ＷＢＣ与ＰＬＴ呈正相关（ｒ＝０．４５ｌ，火０．０１），

积（ｍｅａｎ

ＷＢＣ与ＭＰＶ（ｒ＝一０．３３５，Ｐ＜０．０５）和ＰＤＷ（ｒ＝一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ＭＰＶ）、血小板分布宽度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ＰＤＷ）等。在各项参数中，

临床工作者往往只关注ＰＬＴ，对其余参数没有引起

０．３６４，Ｐ＜０．０５）均呈负相关关系。见图１Ｄ～图ｌＦ。
３讨论

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应用。据文献陌峙艮道，ＭＰＶ在成

血小板主要来源于骨髓成熟的巨核细胞，由巨

人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中有显著的临床价值，但对于

核细胞的胞浆脱落形成，其数量和质量可直接反映

小儿急性阑尾炎的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尚比较少

骨髓的造血功能。进入血液的血小板有一半以上在

见。因此本文研究将着重探讨血小板参数在小儿急

外周血中循环，其余的储存于脾，一般处于“静息”状

性阑尾炎诊断中的价值，以期为小儿急性阑尾炎的

态口］。发生感染时，机体受到病毒、细菌或毒素刺激

诊断寻找更多有价值的实验室依据，并为将来的研

后通过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激活生化免疫途径，产生

究方向提供参考价值。

肿瘤坏死因子，进一步刺激释放自介素（ｉｎｔｅ以ｅｕｋｉｎ，

１资料与方法

ＩＬ）一１、ＩＬ一８、干扰素一５、血小板激活因子等生物效应

１．１

临床资料

疾病组：２００８年１月一２０１２年４月

于我院经临床、实验室检查或者术后的病理结果确

物质，使机体处于应激状态，进而导致血小板的释放
增加‘８Ｉ。

诊为急性阑尾炎的患儿５２例，男２８例，女２４例，平

血小板参数是反应血小板生成与衰亡的动态指

均年龄（８．６±２．８）岁；对照组：同期性别、年龄匹配的

标，其中ＰＬＴ主要反映外周血小板的数量，是血常

健康小儿４９例，男２６例，女２３例，平均年龄（８．２±

规检测中临床工作者主要关注的指标之一［９，１０］。本文

２．５）岁。排除急性腹膜炎、肝脏疾病、造血系统疾病、

研究中急性阑尾炎患儿组的ＰＬＴ水平明显高于对

近期慢性感染等患儿。

照组，且与ＷＢＣ呈正相关关系，与患者机体处于急

１．２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静息状态下采集空

性感染状态的情况相符。该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应用

腹静脉血２ ｍｌ于ＥＤＴＡ—Ｋ：真空抗凝管中，充分混

血常规结果作为小儿急性阑尾炎的实验室诊断依据

匀后于Ｓｙｓｍｅｘ

ＸＥ

２１００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日本）

进行检测。

断意义。

１．３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表１

万方数据

时，同时观察到ＷＢＣ和ＰＩ汀均升高可能更具有诊

ＭＰＶ是血小板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整体水平上

阑尾炎组和对照组ＷＢＣ及血小板参数测定值比较（ｚ±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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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关性分析

反映血小板的体积大小，但在临床工作－ｆＩ往往得小

血小板含糖原、蛋白、酶及ｍ小板颗粒等较为丰富，

到允分的关注和应用。实际卜，ＭＰＶ的榆测意义很

能释放更多的ｄ颗粒和致密颗粒，其功能和活性也

大。研究…表明，ＭＰＶ的大小‘ｊ ＰＬｒＪｌ旱啦线性负柚

较强。：【ｊ『ｆ『Ｌ小板破坏增加，致循环血血小板数目减

关，在分析ＭＰＶ的临床意义时应结合血小板的变化

少，进而促进骨髓ＩＩ核细胞释放更多体积较大的年

来考虑。近来，ＭＩ，Ｖ正逐渐受到关注和研究，尤其是

轻血小板，使ＭＰＶ增加。ＭＰＶ增大可能与ｆｆＩＬ小板细

在炎性疾病领域。文献１２’”峙臣道，ＭＰＶ增高－ｊ动脉粥

胞器增加有关，尤其是仅颗粒、敛密体和线粒体增

样硬化性疾病的活动程度相关。、ＭＰＶ与ｆ『Ｉ【小板的超

加所致。而这些细胞器能够释放更多的５羟色胺，ｆｆ｝Ｌ

微结构以及功能活性密切相关，其能在一定程度Ｉ：

栓烷Ａ：和ｍ小板颗粒膜蛋白等物质，可迅速表达在

反映出ｌ血小板的功能和活化。研究０４显示，体积大的

血小板的质膜表面，介导内皮细胞、单核细胞黏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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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强，发生血小板凝集，形成血栓。然而，本文研究

３

ｓ”ｋｕ，ＢｉｅｗｉｅｒＢ，ＥｌｏｕａｈｉｄｉＴ，ｅｔ

ｃ‰ｃｔｉｏｎ

发现，急性阑尾炎患儿的外周ＰＬＴ虽然增加，但其

ｎ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ＰＶ却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其具体机制可能是急

ＢＭｃ ｓｕ ｒｇ＇２００６，２８：１５．

性炎症反应时血小板活性增加，尤其大血小板功能

４ Ｂａｃｈｕｒ
ＲＧ，Ｈｅｎｎｅｌｌｙ Ｋ，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活跃，其聚集、黏附、释放功能增强，此时体积大的血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

小板较小的血小板容易被消耗，致使ＭＰＶ下降。由

Ｐｅｄｉａｌｒ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２９：８７７—８８４．

于大血小板消耗增加，刺激骨髓代偿性新生血小板
的能力增强，使得血小板总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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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张呈，马丽萍．血小板与炎症一血栓网络．血栓与止血，２００８，１４：
１３６—１３８．

ＰＤＷ是反映血液内血小板容积变异的参数，以
测得的血小板体积的变异系数表示。ＰＤＷ在正常范
围内表明血小板体积均一性高。ＰＤＷ增高表明血小

６ Ｙａｎｇ ＨＲ，ｗａｎｇ Ｙｃ，ｃｈｕｎｇ ＰＫ，ｅｔ ａ１．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ｔｅ

血、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脾切除、巨大血小板综合征、

２１４＿２１６．

文研究证实，急性阑尾炎患儿外周血小板的ＭＰＶ和
ＰＤＷ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观察到，ＰＬＴ与

ｏｆｔｈｅｌｙｍｐ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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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ｍｍｂｏ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８：

ｓｉｏｎ

个参数，一般而言，ＭＰＶ增大，ＰＤＷ也增大‘１１，１５Ｉ。本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ｓｕｒｇ，２００６，７６：７１—７４．

７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ｅｍｏｓｌａ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ｌｉｅｓ

板体积大小悬殊，见于急性髓系白血病、巨幼细胞贫
血栓性疾病等。ＰＤＷ是反映血小板体积异质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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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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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Ｖ、ＰＤＷ均分别呈负相关关系，提示我们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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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患儿血小板数量的变化时，应同时考虑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ＭＰＶ和ＰＤＷ的变化情况，对于提高诊断准确性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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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小儿急性阑尾炎患者存在外周ＰＬＴ
明显增高、而ＭＰＶ和ＰＤＷ显著降低的血小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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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这些参数联合其他炎性指标如ＷＢＣ建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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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模型可能对小儿急性阑尾炎具有较大的实验室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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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价值。由于本文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在对象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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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偏倚，因此将来可设计合理的病例对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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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利用建模和盲筛实验建立以血小板参数为中心

ｓｔｍｋｅ．ＩｒＪ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１２，１８１：１７９—１８３．

的诊断模型，为小儿急性阑尾炎的实验室诊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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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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