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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总结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特征和外科治疗经验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园耀圆园员圆 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

医院收治的经术后病理证实的 源员 例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患者的临床资料遥 结果院患者平均年龄 圆缘援猿远 岁袁妊娠早期 员源 例袁妊娠中
期 员怨 例袁妊娠晚期 愿 例遥 所有患者均有腹痛袁压痛位于麦氏点 圆圆 例袁右中腹 员缘 例袁右上腹 源 例袁体温升高 员缘 例袁宰月悦 计数升高
猿猿 例袁首诊确诊 猿员 例遥 所有患者均行阑尾切除术袁术后发生切口感染 苑 例袁流产 圆 例袁死胎 员 例袁并发症发生率为 圆源援猿怨豫遥 术后
病理院单纯性阑尾炎 员员 例袁化脓性阑尾炎 圆源 例袁坏疽性阑尾炎 远 例遥 发病 圆源 澡尧圆源耀源愿 澡 和超过 源愿 澡 手术袁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分别为 苑援员源豫尧圆缘豫和 缘苑援员源豫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妊娠的早尧中尧晚期袁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猿缘援苑员豫尧圆员援园缘豫和 员圆援缘豫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单

纯性尧化脓性尧坏疽性阑尾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园豫尧圆缘援园园豫和 远远援远苑豫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对继续妊娠的 猿愿 例患者随访袁无早产尧

死胎发生遥 结论院腹痛和腹部压痛是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最主要的临床表现袁早期诊断和及时手术是保障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母婴
安全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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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妊娠期袁由于阑尾位置随子宫的增大而改变
和妊娠反应对症状的掩盖袁导致了急性阑尾炎诊断
困难袁手术延误袁穿孔风险增加袁严重威胁母婴安全遥
本文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收治的 源员 例经术后病理证实
的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袁总结妊娠期
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特征和外科经验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经术后病理证实的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患者 源员
例袁年龄 员怨耀猿缘 岁袁平均年龄 圆缘援猿远 岁袁圆园 岁以下 员
例袁圆园耀圆源 岁 员苑 例袁圆缘耀圆怨 岁 圆圆 例袁猿园 岁以上 员 例遥
初产妇 源园 例袁经产妇 猿 例遥 妊娠时间 源耀猿缘 周袁其中
妊娠早期 员源 例袁妊娠中期 员怨 例袁妊娠晚期 愿 例遥
所有患者均有腹痛和腹部压痛袁 发热 员缘 例袁
宰月悦 计数升高 猿猿 例遥 所有患者均行 月 超检查并经
妇产科医生会诊袁根据临床表现尧查体情况和辅助检
查结果袁首诊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猿员 例袁未确诊 员园例遥
员援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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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员 例患者均行阑尾切除术渊表 员冤袁发病 圆源 澡 内
手术 员源 例袁圆源耀源愿 澡 手术 圆园 例袁超过 源愿 手术 苑 例袁手
术采用腰硬联合麻醉袁于压痛最明显部位做麦氏切口
或直切口袁阑尾坏疽或腹腔脓液较多者放置引流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 统计软件袁计量资料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袁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字圆 和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临床表现和诊断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和
腹部压痛袁体温和 宰月悦 计数可不升高遥 妊娠早尧中尧
晚期袁 患者体温升高发生率分别为 圆愿援缘苑豫尧猿远援愿源豫
和 缘园援园园豫 袁宰月悦 计 数 升 高 的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苑员援源猿豫 尧愿源援圆员豫 和 愿苑援缘园豫 袁 首 诊 确 诊 率 分 别 为
愿缘援苑员豫尧苑猿援远愿豫和 远圆援缘园豫遥 统计分析显示在妊娠早
中晚期袁 急性阑尾炎在体温升高尧宰月悦 计数升高发
生率和首诊确诊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圆 手术并发症
术后并发症情况见表 圆遥 术后发生切口感染 苑
例袁流产 圆 例袁死胎 员 例袁无孕妇手术死亡袁全组住院
时间 猿耀员苑 凿袁中位住院时间 远援苑 凿袁并发症发生率为
圆源援猿怨豫遥 术后病理院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员员 例袁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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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源员 例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手术治疗
组别

灶

妊娠早期
妊娠中期
妊娠晚期

员源
员怨
园愿

手术时间
发病 圆源 澡 内
苑
缘
圆

发病 圆源耀源愿 澡
远
员园园
源

化脓性阑尾炎 圆源 例袁急性坏疽性阑尾炎 远 例遥 发病
圆源 内尧圆源耀源愿 澡 和超过 源愿 澡 手术袁 术后并发症发生

切口
超过 源愿 澡
员
源
圆

麦氏切口
员猿
园愿
园园

直切口
园员
员员
园愿

引流
猿
缘
圆

体尧 血液检查等结果在内的评分系统有助于急性阑
尾炎的诊断袁粤造增葬则葬凿燥 评分是最常用的临床评分方

率分别 苑援员源豫尧圆缘豫和 缘苑援员源豫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在妊娠的早尧中尧晚期手术袁术后并发症

法袁 对非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诊治具有良好的应用
价值咱缘暂遥 然而在妊娠期袁由于常出现生理性的恶心呕

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单纯性尧化脓性尧坏疽性阑尾
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园豫尧圆缘豫和 远远援远苑豫袁差

升高袁因此 粤造增葬则葬凿燥 评分系统不适用于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的诊断遥月则燥憎灶 等咱远暂研究了 源缘园 例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恶心尧呕吐尧发热尧腹痛尧腹膜刺激征尧宫缩等
临床表现袁 分析各临床表现对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
诊断价值袁 结果发现腹痛是唯一确定的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临床诊断指标袁 其他临床表现对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的诊断均无价值遥 右下腹痛尽管在无阑尾炎
的妊娠期妇女中也很常见袁 但仍然被认为是妊娠期
急性阑尾炎最可靠的临床表现遥需要注意的是袁在妊
娠的中晚期袁 由于增大的子宫可能使阑尾移位到右
中腹和右上腹袁所以腹痛的位置也会相应改变遥阑尾
移位尧壁层腹膜远离阑尾尧肌肉松弛等因素会导致患
者的腹膜刺激征不明显袁 因此有时确定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的压痛和反跳痛比较困难袁 不能准确反映疾
病的严重程度袁圆 辕 猿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无 砸燥增泽蚤灶早 征
和 孕泽燥葬泽 征袁尽管 粤造凿藻则爷泽 征阳性袁但对妊娠期急性
阑尾炎的诊断并无帮助咱苑暂遥
辅助检查对于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袁如血常规尧月 超尧悦栽 和 酝砸陨 等遥 血常规检查
宰月悦 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升高伴有阑尾炎的前驱
症状袁有助于急性阑尾炎的诊断袁但在正常妊娠过程
中袁宰月悦 可增加到 员圆 伊 员园怨 个 辕 蕴袁 在分娩过程中袁
宰月悦 甚至可增加到渊员愿耀猿园冤伊 员园怨 个 辕 蕴曰并非所有妊
娠期急性阑尾炎患者的 宰月悦 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数
都会升高袁宰月悦 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正常的患者不
能排除急性阑尾炎的诊断遥因此袁对怀疑为妊娠期急
性阑尾炎的患者 宰月悦 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检查结
果应仔细解读遥同正常妊娠相比袁妊娠期急性阑尾炎
白细胞计数常显著升高袁当跃员远 伊 员园怨 个 辕 蕴 时袁应高
度怀疑阑尾穿孔袁需要紧急实施手术咱苑暂遥 月 超检查是
诊断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最安全的影像学方法 咱愿暂袁
在澡葬灶早 等咱怨暂运用 月 超检查使 源园豫妊娠期阑尾炎获得
正确诊断袁然而在妊娠的中晚期袁右下腹 月 超常不

发生率分别为 猿缘援苑员豫尧圆员援园缘豫和 员圆援缘豫袁 差异无统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猿 随访
对继续妊娠的 猿愿 例患者随访袁平均妊娠 猿愿 周袁
无早产尧死胎发生遥
表圆
手术时间
发病 圆源 澡
圆源耀源愿 澡
超过 源愿 澡
妊娠分期
妊娠早期
妊娠中期
妊娠晚期
病理类型
单纯性
化脓性
坏疽性

猿 讨

妊娠期阑尾切除术的术后并发症 咱灶渊豫冤暂
灶

切口感染 流产和死胎

合计

员源
圆园
园苑

员 渊苑援员源冤 园 渊园援园园冤
源 渊圆园援园园冤 员 渊缘援园园冤
圆 渊圆愿援缘苑冤 圆 渊圆愿援缘苑冤

员 渊苑援员源冤
缘 渊圆缘援园园冤
源 渊缘苑援员源冤

员源
员怨
园愿

猿 渊圆员援源猿冤 圆 渊员源援圆怨冤
猿 渊员缘援苑怨冤 员 渊缘援圆远冤
员 渊员圆援缘园冤 园 渊园援园园冤

缘 渊猿缘援苑员冤
源 渊圆员援园缘冤
员 渊员圆援缘园冤

员员
圆源
园远

园 渊园援园园冤 园 渊园援园园冤
缘 渊圆园援愿猿冤 员 渊源援员苑冤
圆 渊猿猿援猿猿冤 圆 渊猿猿援猿猿冤

园 渊园援园园冤
远 渊圆缘援园园冤
源 渊远远援远苑冤

孕值
约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论

急性阑尾炎是最常见的妊娠期非产科急腹症袁
月葬遭葬噪灶蚤葬 等咱员暂统计了 缘园 多万例产妇袁妊娠期急性阑
尾炎的发病率约为 员 辕 员 缘园园袁在我国袁其发病率约为
园援员园豫耀园援圆园豫咱圆暂遥急性阑尾炎在妊娠的早中晚期均可
发生袁妊娠中期的发病率最高咱猿暂袁发病年龄多在 圆园耀
猿园 岁遥 近年来由于婚育年龄的延迟袁猿园 岁以上妊娠
妇女的急性阑尾炎发病率有逐渐升高的趋势遥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早期诊断困难遥 恶心尧呕
吐尧腹部不适等正常妊娠反应可掩盖急性阑尾炎的
症状袁阑尾位置随子宫的增大发生改变和腹壁肌肉
松弛常使急性阑尾炎的症状体征不典型袁由于担心
对胎儿造成损害限制了放射性检查方法的使用袁这
些因素均有可能造成诊断延误咱源暂遥 包括临床表现尧查

吐尧发热表现和白细胞计数增加尧中性粒细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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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出阑尾咱员园暂遥 悦栽 作为一种重要的影像学检查方
法袁虽然可用于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诊断袁但考虑到
对婴儿致癌的可能性袁应从严掌握适应证并严格控
制放射剂量袁以免对胎儿造成放射性损害咱员员暂遥 对于 月
超检查未能发现阑尾的患者袁酝砸陨 表现出良好的优
越性袁诊断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敏感性尧特异性尧准

确率分别可达 员园园豫尧怨猿援远豫尧和 怨源援园豫 咱员圆暂袁且无放射
危险性遥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一旦做出诊断袁应立即手术袁
以降低威胁母婴安全的风险咱员猿暂遥 有研究证实开腹阑

尾切除术对婴儿的生长发育无影响 遥 手术的切口
选择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袁本组的经验是选择压痛最
咱员源暂

明显处遥 在妊娠早期袁阑尾未发生移位袁可选择右下
腹麦氏切口袁而在妊娠中晚期或术前未能确诊的病
例袁则以压痛最显著部位为中心做探查切口遥 术中
尽量减少对子宫的刺激袁不做广泛的腹腔冲洗袁阑尾
坏疽时放置腹腔引流遥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并发症可分为母婴两类袁
母亲并发症包括死亡尧切口感染尧术后肠梗阻尧腹腔
内脓肿尧早产等袁胎儿并发症包括流产尧死胎尧先天畸
形尧宫内发育迟缓等遥 死亡是妊娠期急性阑尾炎最
严重的并发症袁孕妇和胎儿的病死率曾一度分别高
达 圆源豫和 源园豫耀缘园豫袁随着早期手术尧新的抗菌药物
的应用尧麻醉和手术技术的进步尧胎儿监护系统应用
和新生儿监护的加强袁已很少有孕妇死亡袁胎儿的
病死率也大幅下降遥 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穿孔的发生
率约为 源园豫袁穿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诊断延误以及
由此造成的手术不及时袁一旦发生穿孔袁并发症发
生率由 员苑豫上升到 缘圆豫 咱猿暂袁 早产率由 员援远豫上升到
圆缘豫咱怨暂袁胎儿病死率高达 圆员豫耀猿缘豫咱远暂遥 本组资料显示
手术时机尧病理类型与妊娠期阑尾切除术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相关袁而不同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术后
并发症未表现出差异遥 手术时机越迟尧病理改变越
严重袁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袁因此早期诊断和及
时手术是预防妊娠期急性阑尾炎的并发症尧保障母
婴安全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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