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启动婴幼儿过敏干预项目 （３１）!!!!!!!!!!!!!!!!!!!!!!!

　全国儿童保健工作推进会在宁举办 （３１）!!!!!!!!!!!!!!!!!!!!!!!!!!!

　第二届江苏省妇幼健康教育暨孕妇学校师资培训班在宁举办 （３２）!!!!!!!!!!!!!!!!

　２０１６年儿童眼保健学术年会在宁召开 （３２）!!!!!!!!!!!!!!!!!!!!!!!!!!

专家讲座
　婴幼儿情绪问题的早期评估和干预 （胡幼芳） （３３）!!!!!!!!!!!!!!!!!!!!!

　如何在儿童保健体检中识别简单先天性心脏病 （顾海涛） （３６）!!!!!!!!!!!!!!!!

　ＥＢ病毒感染诊治进展 （周国平） （３８）!!!!!!!!!!!!!!!!!!!!!!!!!!

专　　题
　早产新生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的超声影像学评估 （刘鸿周洁　顾海涛） （４２）!!!!

　儿童９种呼吸道病原体的ＩｇＭ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邱胜丰　张美娟） （４７）!!!!!!!!!!!

　早产儿静脉营养的氨基酸策略研究 （章晔　陈筱青） （５０）!!!!!!!!!!!!!!!!!!

　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的应用效果 （张倩　冯建萍　徐文苏） （５５）!!!!

　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婧　胡幼芳） （５７）!!!!!!!!!!!!!!!!

妇幼健康知识
　儿童发热六问六答 （５９）!!!!!!!!!!!!!!!!!!!!!!!!!!!!!!!!!!

　预防婴幼儿过敏，从孕期开始 （６０）!!!!!!!!!!!!!!!!!!!!!!!!!!!!!!

　规范免疫预防，阻断乙肝母婴传播 （６１）!!!!!!!!!!!!!!!!!!!!!!!!!!!!

读者·作者·编者
稿约
封二：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护士风采
封三：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特别刊载·
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

　　为优化配置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
源，增强妇幼健康服务效能，提升妇女儿童健康水
平，促进妇幼健康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国家卫生
计生委、中央编办《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资源的指导意见》（国卫妇幼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市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苏
办发〔２０１４〕３１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优化
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加强妇幼保
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
卫生工作方针，坚持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优化资
源配置，严格依法管理，构建优质高效、群众满意的
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保障全
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推动出生人口素质和妇女儿
童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政府主导，强化公益性质。强化政府在

资源统筹、工作协调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责任，健全
服务体系，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突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质。
２、坚持完善功能，实现公平可及。坚持妇幼卫

生工作方针和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机构发展方向，
完善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保健
和临床服务功能，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相关
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妇幼健康服务的公平可及。
３、坚持深化改革，着力提高效能。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改革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妇幼健康服务和管理模式，
提升服务效率。
４、坚持积极稳妥，体现因地制宜。鼓励各地从

满足群众需求出发，在省确定的总体框架下，根据本
地工作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优化整合方案，积极妥
善推进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优化整合
工作，确保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工作同步加强。

二、主要任务
（一）整合建立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整合的

总体要求是“省选设、市县合、乡增强、村共享”。
１、省级。保留省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研机

构及药具管理机构。在保持各自现有职能和特色基
础上，按照新形势下妇幼健康服务工作要求，进一
步优化和完善服务功能，继续做好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及科研等相关工作，发挥对全省妇
幼健康服务领域的技术引领、能力提升、业务指
导、人员培训与决策支持等作用。
２、市、县级。设区的市以及县（市、区）妇幼保健

机构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予以合并，组建市、县
两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开展助产技术服
务的市、县（市、县改区）级机构建成妇幼保健院，增
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牌子，开展与妇女
儿童相关的临床医疗服务，提供产科和儿科（新生儿
科）住院服务。市级妇幼保健院要达到三级标准，常
住人口５０万以上的县级妇幼保健院要达到二级标
准；其他区级妇幼保健所（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要进一步增强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的基本
医疗服务功能，提高相关服务能力。市级计划生育
药具管理机构设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保留或合并。
３、乡级。整合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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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
健职能，在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
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牌子，接受县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
以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管理为主。乡镇卫生院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领导干部由县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征求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后任用。

乡级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仍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负责，加强乡镇（街道）计生办计划生育管理职责。
４、村级。整合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咨询室）与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保留计划生育专干，与
村医共同做好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相关工
作，巩固基层卫生计生工作网底。

（二）明确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职责
１、省妇幼保健院。主要承担辖区内妇女儿童常

见病防治服务以及助产技术、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
筛查、婚前保健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医疗保健服
务，承担全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任务；开展避
孕节育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以及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承担区域业务规划、科研、培训和技术推广。受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和相关信息管理以及对下级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机构的指导，对全省妇幼健康服务工作进行
检查、监督和评价等。
２、省计划生育科研机构。主要承担生殖健康领

域相关科学研究，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相关技术
服务，承担省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生殖健康和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检验质量的监控以及避孕药
具不良反应监测的培训指导等工作。
３、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负责全省免费避

孕药具专项经费需求计划和分配方案的制定，免费
药具的计划执行、质量、调拨、储运和发放管理，药具
科普宣传推广服务，对全省药具管理和服务工作进
行指导和监督。
４、市、县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妇幼保健所（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
要承担辖区内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孕前和孕产期保
健、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诊断）、新生儿疾病筛
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避孕药具管理与
不良反应监测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
以及妇女儿童常见疾病防治等临床医疗服务；开展
辖区内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提出健
康促进计划的建议，并负责妇幼健康信息管理、服务

质量监测、技术培训和适宜技术推广等工作；受主管
行政部门委托，对下级机构的业务指导与评价，并做
好辖区妇幼健康服务工作检查、考核与评价等；承担
母婴保健相关法律证件管理、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管理。市、县两级妇幼保健院还应提供助产
技术服务等临床医疗服务，重点提高妇女儿童医疗
保健服务能力与水平，落实分级服务制度，强化产儿
科等临床服务质量管理，保障服务安全，并采取有效
措施促进剖宫产率降低和母乳喂养率提高。市级机
构要加强对下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技术
指导与培训，接受下级转诊。
５、乡镇卫生院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承担辖区内妇女保健、儿童
保健、孕前和孕产期保健服务以及妇女儿童常见病
防治等临床医疗服务。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优
生指导、药具发放、随访服务等任务。落实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协助开展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协助采集相关信息，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相
关服务工作，对村级计划生育专干提供业务培训指
导。中心镇卫生院以及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应承担相应的助产技术服务。对村
级妇幼保健人员做好业务培训和指导。
６、村卫生室（计划生育服务室）。积极推动妇幼

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融合，鼓励开展与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相关的健康管理服务，并纳入个性
化签约服务内容，提升村级妇幼健康水平。计划生
育专干主要负责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教育、药具发放、
组织动员、优惠政策落实、信息收集上报等相关事务
与群众工作。

（三）配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力量
各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当依据国家

标准，结合当地服务人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区域
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承担的功能任务
等因素合理配备专职保健、临床医疗、护理以及医技
和后勤管理等相关人员。整合后，各级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机构人员编制总数应不低于原有妇幼保
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编制总和，保
持人员队伍稳定，人员配备不足、服务能力弱的地方
应予以加强。市、县两级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应
当不低于总人数的８０％。鼓励各级妇幼保健院按
照省编办等５部门《关于创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
理的实施意见（试行）》（苏编办发〔２０１５〕６号）精神，
实行“标准核定、备案管理、岗位设置、分类聘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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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具体人员编制配备按
有关规定执行。

市、县原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实行“老人老
办法”，不改变原有编制性质及经费形式，在职时应
实行同工同酬。新进人员按照整合后确定的人员编
制管理。乡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
合后，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编制和人员原则
上按照“编、人随事走”的要求划转和安置，对非专业
技术人员，在尊重其个人意愿基础上，结合其能力与
实际工作需要，妥善做好人员分流安置。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资
源整合后，原机构的房屋、设备等各类资产，原则上
全部划归整合后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乡
村卫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调配和使用，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机构改

革、转变职能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技术服务资源
优化整合工作的领导，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制定具体
可行的实施方案，做好干部职工思想工作，保证整合
工作顺利进行。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和开展资源优化整合的重要意义，形
成有利于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各市、县（市、
区）在完成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重新组建工作
后，要将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
源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目标责任制考
核，定期进行督导评估，确保整合工作稳妥有序推
进。原则上，市级整合工作在２０１６年９月底前完
成，县、乡级整合工作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二）落实财政投入政策。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机构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其
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所需经费由政
府根据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需要足额安排，所需人员
经费、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根据人员编制、服务任务
完成及考核情况，由政府预算全额安排，并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相应提高保障标准。机构承担的围产保
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出生缺
陷预防等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费用由各级财政承担。

（三）依法加强服务监管。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要依法及时审批整合后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
构的执业资格，变更相关人员执业信息，加强对机
构、人员、技术等服务要素准入管理，确保整合后新

成立的机构和从业人员持证执业率１００％。要以助
产技术、计划生育技术、产前诊断技术和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等为重点，全面强化依法执业观念，规范妇幼
健康服务行为，确保服务质量和安全。

（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各项计
划生育政策，确保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到位、措施到
位、投入到位、落实到位。要稳定和加强基层计划生
育管理工作力量，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职能，妥善解决好村级计划生育专干的相
关待遇问题。全面落实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规
范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水平，维护育龄群众身心健康。

（五）推进机构标准化建设。要将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各级“十三五”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统筹谋划，作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重点
支持内容，省对经济薄弱地区县级妇幼保健院建设
予以重点扶持。各地要以资源优化整合为契机，改
善其业务用房和装备条件，提升机构建设水平。加
快推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信息化建设，完
善远程会诊网络，提高互联互通的水平。“十三五”
期间，省辖市全部建成三级妇幼保健院，县（市、区）
二级妇幼保健院建成率达６０％以上。

（六）加快人才培养。制定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纳入全省卫生计生人才队
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完善机构、人员准入标准和管
理制度。加强人才培养，积极选派技术骨干参加国
家和省举办的人才培训项目。强化岗位培训和继续
教育，加快妇产科、儿科和助产人员培养。对从事妇
幼保健、助产技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职称晋
升给予政策倾斜，健全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与宣传教
育职称评定制度。

（七）创新服务模式。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机构要坚持“连续服务、主动服务、上门
服务、责任到人”的服务方式，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的妇幼健康服务。充分发挥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做好
政府转移服务职能的衔接工作，提高服务可及性。
鼓励各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采用中医药技
术提供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相关服务。

（源自：苏卫妇幼〔２０１６〕８号《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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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日

　　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
发生，是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家
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提升出
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
以及江苏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求，现就进一步加
强全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防治结合的原则，围绕增强服务能
力和防治效果，健全财政保障政策，完善服务体系建
设，落实三级预防措施，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
率，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健康江苏＂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将出生缺陷防

治工作纳入政府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建立协调工作
机制，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有效开展综合防治工作。

（二）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突出可预防的、
严重多发的致愚、致残、致死出生缺陷等重点，采取
综合干预策略，建立预防、治疗与康复紧密衔接的服
务机制，增强防治效果。

（三）坚持科学防治、强化效果。加强出生缺陷
防治技术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引进，积极探索适合
本地区的防治策略和措施，进一步提高出生缺陷防
治的能力与水平。

三、工作目标
（一）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稳定在５％以下。
（二）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做好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到２０２０年，以省辖市为单位婚前医学检查
率达到８０％以上。

（三）推进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到２０２０年，以省
辖市为单位产前筛查率达到８０％以上。

（四）巩固新生儿疾病筛查，到２０２０年，新生儿
疾病（含遗传代谢性疾病和听力障碍）筛查率稳定在
９５％以上。

（五）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长效工作机制。

四、重点任务
（一）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统筹优化资源配

置，建立以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和综合医院为主体，妇
女儿童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机构和相
关科研院所为补充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重点
加强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新生儿遗
传代谢性疾病和听力障碍筛查以及儿童视力和孤独
症等筛查、诊断和治疗康复等技术服务机构规划设
置。加强省、市、县三级孕产妇和新生儿急危重症救
治中心和转诊绿色通道建设。原则上，每个省辖市
设立产前诊断中心、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新
生儿听力诊断机构各１所，省级设立产前诊断和新
生儿疾病筛查质量控制中心。至２０２０年，实现以省
辖市为单位，产前诊断、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
查、新生儿听力诊断机构全覆盖，建立筛查、诊断、治
疗、康复服务的有效衔接机制，健全运转有效的出生
缺陷三级防治网络。

（二）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重点突出关键技术
推广应用和骨干人员培养两大重点任务，推动服务
能力与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加强妇科、产科、儿
科、超声科、妇幼保健、产前诊断、医学遗传和康复等
学科建设，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相关科学技术研
究，促进成果转化，推广适宜技术。建立全员培训制
度，以超声诊断、优生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和诊断、新
生儿疾病筛查等关键技术为重点，加快出生缺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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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术骨干培养和专业化防治队伍建设。依托省、
市两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立出生缺陷防治培训基
地，统一规范培训的方法和内容，完善培训效果考核
评价体系，确保培训效果。结合分级诊疗制度和医
疗保健联合体建设的推进，加强对基层筛查机构的
技术帮扶，带动基层筛查能力提升。建立逐级质量
控制制度，定期开展关键技术服务质量检查，提高出
生缺陷防治效果。

（三）认真落实三级预防措施。围绕对我省儿童
健康影响较大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畸形（无
脑、脊柱裂、脑膨出等）、唐氏综合症、先天性双侧听
力障碍、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尿症等
严重多发、致愚致残出生缺陷防治任务，全面落实三
级防治措施。

落实一级预防措施。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社会
宣传，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增强群众自我预防的
意识和能力。依法落实政府投入责任，大力推行政
府买单、医疗保健机构免费服务的工作模式，规范服
务行为，提高婚前医学检查率和服务质量。引导和
鼓励计划怀孕的夫妇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并做好婚前医学检查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衔接。
认真实施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酸预防神经
管缺陷项目，加强随访和孕期保健指导，不断扩大项
目覆盖面，提高实施效果。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避
免准备怀孕和孕期妇女接触有毒有害物质。

落实二级预防措施。规范孕产妇系统保健管
理，加强孕产期营养指导，规范孕期用药，加强孕产
期高危因素筛查和处理。积极开发引进适宜的筛查
和诊断新技术，推动技术水平提升。做好高危孕妇
的产前诊断，早期发现多发严重、致愚致残缺陷儿，
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切实减少严重缺陷儿的出生。
加强产前诊断／筛查人员培训、实验室和质控网络建
设，健全双向转诊和质量监管机制，发挥信息化建设
对服务质量的监管作用，规范产前筛查和诊断技术
服务，减少漏筛和误诊。对于确诊的唐氏综合症、神
经管畸形、先天性心脏病以及重大体表畸形等缺陷
儿，及时给予医学指导和建议。规范实施预防艾滋
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的各项预防措施，降低母婴
传播造成的儿童感染。

落实三级预防措施。规范儿童系统健康管理，
及时发现出生缺陷患儿，给予相应医学指导和医疗
保健服务，重点抓好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和
康复工作。加强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和新生

儿听力障碍筛查工作，加强筛查质量管理，强化筛查
阳性病例的确诊以及治疗和干预，提高治疗率。探
索新生儿疾病筛查适宜技术，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
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开展０～６岁儿童残疾
筛查和早期康复，提高生存质量。加大残疾儿童救
助力度，多渠道筹集救助资金，将符合条件的残疾儿
童纳入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并按规定对残疾儿童及
其家庭给予生活救助。

（四）依法强化监督管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加强
出生缺陷防治的全行业监管，对产前诊断等出生缺
陷防治技术服务机构和技术人员严格准入，建立服
务管理规范和质量控制制度，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
实到位。会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加强出生
缺陷防治相关药品、试剂和检验设备的质量监督管
理。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要认真履行国家和省有
关法律法规赋予的出生缺陷监测业务管理职责，其
他医疗机构也要认真履行对出生缺陷信息报送责
任。推进出生缺陷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完善
覆盖城乡的出生缺陷监测网络直报系统，强化质量
控制，确保监测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防治出生
缺陷技术服务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是公共

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一项基本职能。各级政府应将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和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规划，并结
合实际制定具体的防治目标和政策措施。成立省级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级领
导小组），负责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政策，协调解
决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各地要成立出
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科学指导本地区防
治工作的开展。

（二）明确部门职责。卫生计生部门负责防治工
作的牵头组织，健全防治服务体系，落实防治措施，
完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加强行业监督管理，开展
出生缺陷防治的科学研究及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
和继续教育。财政部门要落实出生缺陷防治的各项
财政补助政策，保障经费及时投入使用。民政部门
要利用婚姻登记管理平台，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的宣
传教育，引导群众自觉接受婚前卫生指导和婚前医
学检查，做好符合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的医疗救助
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女职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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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劳动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的监督。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出生缺陷防治相关药品、试
剂和检验设备的质量监督管理。

（三）加大财政投入。各地要建立稳定的出生缺
陷防治经费保障机制，调整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把出
生缺陷防治作为公共卫生重点工作任务，每年政府
卫生新增投入重点用于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人才培
养、设备设施配套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改善服务条
件，提高服务能力。按规定免费提供婚前医学检查、
孕前优生检查、农村适龄妇女补服叶酸服务。支持
和鼓励有关单位研发用于出生缺陷防治的药品、试
剂和检验设备

（四）强化督导考核。各地要认真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
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行业监管，确保依法行政
和依法执业。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指标体
系，将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纳入各级相关部门目
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定期组织督导检查，总结经验，
查找不足，进一步提高防治工作水平，推进综合防治
措施落实。

（源自：苏卫妇幼〔２０１６〕７号《关于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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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６月龄内婴儿母乳喂养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妇幼人群指南修订专家工作组

　　本指南适用于出生后１～１８０ｄ内的婴儿。
０～６月龄是人一生中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对
能量和营养素的需要高于其他任何时期，但婴儿消化
器官和排泄器官发育尚未成熟，功能不健全，对食物
的消化吸收能力及代谢废物的排泄能力仍较低。母
乳既可提供优质、全面、充足和结构适宜的营养素，
满足婴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又能完美地适应其尚未
成熟的消化能力，并促进其器官发育和功能成熟。
此外，６月龄内婴儿需要完成从宫内依赖母体营养
到宫外依赖食物营养的过渡，来自母体的乳汁是完
成这一过渡最好的食物，任何其他食物的喂养方式
都不能与母乳喂养相媲美。母乳喂养能满足６月龄
内婴儿全部液体、能量和营养素的需要，母乳中的营
养素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构成一个特殊的生物系
统，为婴儿提供全方位呵护，助其在离开母体子宫
的保护后，仍能顺利地适应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健
康成长。
６月龄内婴儿处于１０００ｄ机遇窗口期的第二个

阶段，营养作为最主要的环境因素对其生长发育和
后续健康持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母乳中适宜数
量的营养既能提供婴儿充足而适量的能量，又能避
免过度喂养，使婴儿获得最佳的、健康的生长速率，
为一生的健康奠定基础。因此，对６月龄内的婴儿
应给予纯母乳喂养。

针对我国６月龄内婴儿的喂养需求和可能出现
的问题，基于目前已有的充分证据，同时参考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和其
他国际组织的相关建议，提出６月龄内婴儿喂养指
南：①产后尽早开奶，坚持新生儿第一口食物是母
乳；②坚持６月龄内纯母乳喂养；③顺应喂养，建立
良好的生活规律；④生后数日开始补充维生素Ｄ，不
需补钙；⑤婴儿配方奶是不能纯母乳喂养时的无奈
选择；⑥监测体格指标，保持健康生长。
１　产后尽早开奶，坚持新生儿第一口食物是母乳

初乳富含营养和免疫活性物质，有助于肠道功
能发展，并提供免疫保护。母亲分娩后，应尽早开
奶，让婴儿开始吸吮乳头，获得初乳并进一步刺激泌

乳，增加乳汁分泌。婴儿出生后第一口食物应是母
乳，有利于预防婴儿过敏，并减轻新生儿黄疸、体质
量下降和低血糖的发生。此外，让婴儿尽早反复吸
吮乳头，是确保纯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婴儿出生
时，体内具有一定的能量储备，可满足至少３ｄ的代
谢需求，开奶过程中不用担心新生儿饥饿，可密切关
注婴儿体质量，体质量下降只要不超过出生体质量
的７％就应坚持纯母乳喂养。温馨环境、愉悦心情、
精神鼓励、乳腺按摩等辅助因素，有助于顺利成功开
奶。准备母乳喂养应从孕期开始。
１．１　关键推荐

①分娩后尽早开始让婴儿反复吸吮乳头。②婴
儿出生后的第一口食物应该是母乳。③生后体质量
下降只要不超过出生体质量的７％就应坚持纯母乳
喂养。④婴儿吸吮前不需过分擦拭或消毒乳头。⑤
温馨环境、愉悦心情、精神鼓励、乳腺按摩等辅助因
素，有助于顺利成功开奶。
１．２　如何开奶

如果顺利分娩，母子健康状况良好，婴儿娩出后
应尽快吸吮母亲乳头，刺激乳汁分泌并获得初乳。
开奶时间愈早愈好，正常新生儿第一次哺乳应在产房
开始。当新生儿娩出断脐和擦干羊水后，即可将其放
在母亲身边，与母亲皮肤接触，并开始让婴儿分别吸吮
双侧乳头各３～５ｍｉｎ，可吸吮出初乳数毫升。刚出生
的婴儿已具备很强烈的觅食和吸吮反射能力，母亲也
十分渴望看见和抚摸自己的婴儿，这种亲子接触有利
于乳汁分泌。故新生儿的第一口食物应该是母奶。
正常分娩的情况下，不宜添加糖水和奶粉，以避免降
低新生儿吸吮的积极性，也可降低过敏风险。
１．３　母乳哺喂方法

哺喂婴儿时，推荐坐着喂奶。两侧乳房轮流喂，
吸尽一侧再吸吮另一侧。若一侧乳房奶量已能满足
婴儿需要，应将另一侧乳汁用吸奶器吸出。完成喂
奶后，不要马上把婴儿平放，应将婴儿竖直抱起，头
靠在妈妈肩上，轻拍背部，排出吞入胃里的空气，以
防止溢奶。
１．４　如何促进乳汁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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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后应尽早让其吸吮母乳，勤吸吮（每侧
乳头每隔２～３ｈ要得到吸吮一次）；必要时（如婴儿
吸吮次数有限时），可以通过吸奶泵辅助，增加吸奶
次数。母亲身体状况和营养摄入是乳汁分泌的前
提，因此分娩后要合理安排产妇休息、饮食和宝宝喂
哺，处理好休息、进餐与亲子接触、吸吮母乳之间的
关系。精神放松、心理愉快是成功母乳喂养的重要
条件，产妇应从生产的辛苦中多体会生育的幸福，愉
悦心情，享受哺喂和亲子互动。此外，在孕期就需要
充分认识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得到周围亲朋、家人
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是成功母乳喂养的必需环境。
１．５　如何判断乳汁分泌量是否充足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情况来判断乳汁分泌充足：
①婴儿每天能够得到８～１２次较为满足的母乳

喂养；②哺喂时，婴儿有节律地吸吮，并可听见明显
的吞咽声；③出生后最初２天，婴儿每天至少排尿１
～２次；④如果有粉红色尿酸盐结晶的尿，应在生后
第３天消失；⑤从出生后第３天开始，每２４小时排尿应
达到６～８次；⑥出生后每２４小时至少排便３、４次，每
次大便应多于１大汤匙；⑦出生第３天后，每天可排软、
黄便４～１０次。
２　坚持６月龄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食物，纯母乳喂养能满足
婴儿６月龄以内所需要的全部液体、能量和营养素。
此外，母乳有利于肠道健康微生态环境建立和肠道
功能成熟，降低感染性疾病和过敏发生的风险。母
乳喂养营造母子情感交流的环境，给婴儿最大的安
全感，有利于婴儿心理行为和情感发展；母乳是最佳
的营养支持，母乳喂养的婴儿最聪明。母乳喂养经
济、安全又方便，同时有利于避免母体产后体质量滞
留，并降低母体乳腺癌、卵巢癌和２型糖尿病的风
险。应坚持纯母乳喂养６个月。母乳喂养需要全社
会的努力，专业人员的技术指导，家庭、社区和工作单
位应积极支持。充分利用政策和法律保护母乳喂养。
２．１　关键推荐

①纯母乳喂养能满足婴儿６月龄以内所需要的
全部液体、能量和营养素，应坚持纯母乳喂养６个
月。②按需喂奶，两侧乳房父替喂养；每天喂奶６～８
次或更多。③坚持让婴儿直接吸吮母乳，尽可能不
使用奶瓶间接喂哺人工挤出的母乳。④特殊情况需
要在满６月龄前添加辅食者，应咨询医师或其他专
业人员后谨慎作出决定。
２．２　如何判断母乳摄入量

婴儿摄乳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取决
于婴儿自身的营养需要。母乳喂养时，不需要将乳
汁挤出称重来估计婴儿的摄乳量，可通过观察婴儿
情绪或尿量来判断母乳摄入是否充足。一般来讲，
如果婴儿每天能尿湿５、６个纸尿裤，就说明婴儿是
能吃饱的。此外，可通过称量婴儿摄乳前后的体质
量来判断。婴儿体格生长可灵敏地反映婴儿的喂养
状态，可通过婴儿生长发育情况，来判定婴儿较长一
段时期的摄乳量。定期测身长、体质量、头围，标记
在ＷＨＯ儿童成长曲线上，就可判断婴儿的成长是
否正常。只要婴儿生长发育正常，就说明其饮食量
足够。
２．３　需要间接哺乳的时机及正确方法

虽然母乳充足，但有些情况下乳母无法确保在
婴儿饥饿时直接喂哺婴儿，如危重早产儿、乳母上班
期间等，此时只能采用间接哺喂方式。需要间接哺
乳时，建议乳母用吸奶泵定时将母乳吸出并储存于
冰箱或冰盒内，一定时间内再用奶瓶喂给婴儿。吸
出母乳的保存条件和允许保存时间见表１。

表１　吸出母乳的保存条件和允许保存时间
　　保存条件和温度 允许保存时间
室温保存
　室温存放（２０℃～３０℃） ４ｈ
冷藏
　存储于便携式保温冰盒内（１５℃以上） ２４ｈ
　储存于冰箱保鲜区（４℃左右） ４８ｈ
　储存于冰箱保鲜区，但经常开关冰箱门 ２４ｈ（４℃以上）
　冷冻
　冷冻室温度保持于－１５℃～５℃ ３～６个月
　低温冷冻（低于－２０℃） ６～１２个月

　　注：①保存母乳时，无论室温、冷藏或冷冻保存，均需使用一次性
储奶袋或储奶瓶，或使用经严格消毒的储奶瓶，不要用玻璃瓶，以防
冻裂。保存母乳时要详细记录取奶时间。②冷冻保存的母乳使用前
宜置冰箱冷藏室解冻，在冷藏室不要超过２４ｈ。解冻的母乳不宜再
次冷冻。③保存的母乳使用前，先将储奶袋或储奶瓶置温水加热，再
倒人喂养奶瓶。对早产儿可在储存母乳倒人喂养奶瓶时，加人母乳
添加剂，混匀溶解后再喂哺婴儿。
２．４　母乳喂养的误区

以下是关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①吸出乳汁
再用奶瓶喂哺，可以很容易判断婴儿摄乳量；②为了
减少婴儿感染风险，喂奶前需要消毒妈妈乳头；③有
些妈妈的乳汁太稀、没有营养，需要添加奶粉补充营
养；④母乳喂养过频会使婴儿发胖；⑤新生儿出生后
可暂时用奶粉喂养，等待乳汁分泌。
３　顺应喂养，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

母乳喂养应顺应婴儿胃肠道成熟和生长发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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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从按需喂养模式到规律喂养模式递进。婴儿饥
饿是按需喂养的基础，饥饿引起哭闹时应及时喂哺，
不要强求喂奶次数和时间，特别是３月龄以前的婴
儿。婴儿生后２～４周就基本建立了自己的进食规
律，家属应明确感知其进食规律的时间信息。随着
月龄增加，婴儿胃容量逐渐增加，单次摄乳量也随之
增加，哺喂间隔则会相应延长，喂奶次数减少，逐渐
建立起规律哺喂的良好饮食习惯。如果婴儿哭闹明
显不符平日进食规律，应该首先排除非饥饿原因，如
胃肠不适等。非饥饿原因哭闹时，增加哺喂次数只
能缓解婴儿的焦躁心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应及
时就医。
３．１　关键推荐

①母乳喂养应从按需喂养模式到规律喂养模式
递进。②饥饿引起哭闹时应及时喂哺，不要强求喂
奶次数和时间，但一般每天喂奶的次数可能在８次
以上，生后最初会在１０次以上。③随着婴儿月龄增
加，逐渐减少喂奶次数，建立规律哺喂的良好饮食习
惯。④婴儿异常哭闹时，应考虑非饥饿原因，应积极
就医。
３．２　如何判断婴儿因饥饿哭闹

婴儿生后最初几周内，鼓励妈妈每２４小时进行
８～１２次喂养。婴儿饥饿的早期表现包括警觉、身
体活动增加、脸部表情增加；婴儿饥饿的后续表现才
是哭闹。随着喂养，若母乳喂养适宜，喂养次数可降
至每２４小时８次，最长夜间无喂养睡眠可达５ｈ。
除了饥饿的表现外，婴儿胃肠道不适或其他身体不
舒服，甚至婴儿情绪不佳也会表现出不同状态的哭
闹，而非饥饿原因引起的哭闹显然无法通过哺喂得
到完全安抚。
４　生后数日开始补充维生素Ｄ，不需补钙

母乳中维生素Ｄ含量低，母乳喂养儿不能通过
母乳获得足量的维生素Ｄ。适宜的阳光照射会促进
皮肤中维生素Ｄ的合成，但鉴于养育方式的限制，
阳光照射可能不是６月龄内婴儿获得维生素Ｄ的
最方便途径。婴儿出生后数日就应开始每日补充维
生素Ｄ１０μｇ（４００ＩＵ）。纯母乳喂养能满足婴儿骨
骼生长对钙的需求，不需额外补钙。推荐新生儿出
生后补充维生素Ｋ，特别是剖宫产的新生儿。
４．１　关键推荐

①婴儿生后数日开始每日补充维生素Ｄ３１０μｇ
（４００ＩＵ）。②纯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补钙。③新
生儿出生后应肌内注射维生素Ｋ１１ｍｇ。

４．２　如何给婴儿补充维生素Ｄ
在婴儿出生后２周左右，采用维生素Ｄ油剂或

乳化水剂，每日补充维生素Ｄ１０μｇ（４００ＩＵ），可在
母乳喂养前将滴剂定量滴入婴儿口中，然后再进行
母乳喂养。对于每日口服补充维生素Ｄ有困难者，
可每周或者每月口服一次相当剂量的维生素Ｄ。配
方粉喂养的婴儿通过合乎国家标准的配方食品，能
获得足量的维生素Ｄ，不需要再额外补充。每日１０
μｇ（４００ＩＵ）的维生素Ｄ可满足婴儿在完全不接触
日光照射情况下的维生素Ｄ的需要，因此这一补充
量对北方地区、冬季或梅雨季节的婴儿都是基本充
足的。
４．３　６月龄内婴儿通过阳光照射能否获得所需要
维生素Ｄ

要让婴儿通过阳光照射获得足量维生素Ｄ，需
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阳光充足，皮肤暴露范围足
够，阳光暴露时间充足。显然这些要求受当地季节、
居住地纬度、环境污染等条件的影响。即使季节、气
候等允许，也要注意阳光中的高能蓝光可以透过晶
状体，到达婴儿视网膜，对婴儿视觉产生不利影响；
再者婴儿皮肤娇嫩，过早暴露日光照射也可能会对
婴儿皮肤造成损伤。相比较而言，通过维生素Ｄ补
充剂来补充，难度小，可靠性高，因此婴儿应该口服
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ｄ。
４．４　如何给新生儿和婴儿补充维生素Ｋ

母乳中维生素Ｋ的含量较低。新生儿（特别是
剖宫产的新生儿）肠道菌群不能及时建立，无法合成
足够的维生素Ｋ；大量使用抗生素的婴儿，肠道菌群
可能被破坏，会面临维生素Ｋ缺乏风险。母乳喂养
儿从出生到３月龄，可每日口服维生素Ｋ１２５μｇ，也
可采用出生后口服维生素Ｋ１２ｍｇ，然后到１周和
１个月时再分别口服５ｍｇ，共３次；也可由专业人员
给新生儿每日肌内注射生素Ｋ１１～５ｍｇ，连续３ｄ，
可有效预防新生儿维生素Ｋ缺乏性出血症的发生。
合格的配方奶粉中添加了足量的维生素Ｋ１，使用婴
儿配方奶粉喂养的混合喂养儿和人工喂养婴儿，一
般不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Ｋ。
５　婴儿配方奶是不能纯母乳喂养时的无奈选择

由于婴儿患有某些代谢性疾病、乳母患有某些
传染性或精神性疾病、乳汁分泌不足或无乳汁分泌
等原因，不能用纯母乳喂养婴儿时，建议首选适合
６月龄内婴儿的配方奶喂养，不宜直接用普通液态
奶、成人奶粉、蛋白粉、豆奶粉等喂养婴儿。任何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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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配方奶都不能与母乳相媲美，只能作为纯母乳喂
养失败后无奈的选择，或者６月龄后对母乳的补充。
６月龄前放弃母乳喂养而选择婴儿配方奶，对婴儿
的健康不利。
５．１　关键推荐

①任何婴儿配方奶都不能与母乳相媲美，只能
作为母乳喂养失败后的无奈选择，或母乳不足时对
母乳的补充。②以下情况很可能不宜母乳喂养或常
规方法的母乳喂养，需要采用适当的喂养方法如配
方奶喂养，具体患病情况、母乳喂养禁忌和适用的喂
养方案请咨询医师或营养师：ａ．婴儿患病；ｂ．母亲患
病；ｃ．母亲因各种原因摄入药物和化学物质；ｄ．经专
业人员指导和各种努力后，乳汁分泌仍不足。③不
宜直接用普通液态奶、成人奶粉、蛋白粉、豆奶粉等
喂养６月龄内婴儿。
５．２　什么是婴儿配方奶

也常常称为婴儿配方食品，是参考婴幼儿营养
需要和母乳成分研究资料，以牛奶或羊奶、大豆蛋白
或谷类食物等为基础原料，经过一定配方设计和工
艺处理而生产的用于喂养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和健康
状况婴儿的食品。由于婴儿配方食品多为乳粉（再
冲调为乳液喂养婴儿）或可直接喂养婴儿的液态
乳，所以又常称为婴儿配方乳或婴儿配方奶。由于
经过了一定的配方设计（食物成分调整和营养素强
化），在婴儿喂养中，婴儿配方食品比普通牛羊乳或
其他一般普通食品具有很强的优势。但必须强调的
是，无论经过怎样的配方设计和先进研发，任何婴儿
配方奶都不能与母乳相媲美。婴儿配方食品归根结
底仍然是一种食品，对于得不到母乳喂养的婴儿，可
以避免直接用牛羊乳或其他食品直接喂养婴儿。
５．３　为什么婴儿配方奶粉不能与母乳媲美

虽然婴儿配方奶粉都经过一定配方设计和工艺
加工，但其保证了部分营养素的数量和比例接近母
乳，却无法模拟母乳中一整套完美独特的营养和生
物活性成分体系，如低聚糖、铁蛋白等和免疫球蛋白
等以及很多未知的活性成分。母乳喂养的婴儿可以
随母乳体验母亲摄入膳食中各种食物的味道，对婴
儿饮食心理和接受各种天然食物有很大帮助，这也
是配方奶粉无法模拟的。此外，母乳喂养过程和奶
瓶喂养过程给予婴儿的心理和智力体验完全不同。
虽然婴儿配方奶粉能基本满足０～６月龄婴儿生长
发育的营养需求，但完全不能与母乳相媲美。
５．４　婴儿配方食品的常见种类

婴儿配方食品根据适用对象不同主要分为以下
几类：①婴儿配方食品，适用于０～１２月龄婴儿食
用，作为母乳替代品其营养成分能满足０～６月龄正
常婴儿的营养需要；②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适
用于６月龄以后婴儿和幼儿食用，作为其混合食物
中的组成部分；③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适用于
生理上有特殊需要或患有代谢疾病的婴儿，例如为
早产儿、遗传性代谢缺陷儿（如苯丙酮酸尿症）设计
的配方食品，为乳糖不耐受儿设计的无乳糖配方食
品，为预防和治疗牛乳过敏儿设计的水解蛋白配方
或其他不含牛奶蛋白的配方食品等。水解蛋白质配
方又分为适度（部分）水解蛋白质配方奶粉、深度水
解蛋白配方奶粉和完全水解的氨基酸配方奶粉。
６　监测体格指标，保持健康生长

身长和体质量是反映婴儿喂养和营养状况的直
观指标。疾病或喂养不当、营养不足会使婴儿生长
缓慢或停滞。６月龄前婴儿应每半月测一次身长和
体质量，病后恢复期可增加测量次数，并选用世界卫
生组织的《儿童生长曲线》判断婴儿是否得到正确、
合理喂养。婴儿生长有其自身规律，过快、过慢生长
都不利于儿童远期健康。婴儿生长存在个体差异，
也有阶段性波动，不必相互攀比生长指标。母乳喂
养儿体质量增长可能低于配方奶喂养儿，只要处于
正常的生长曲线轨迹，即是健康的生长状态。
６．１　关键推荐

①身长和体质量是反映婴儿喂养和营养状况的
直观指标。②６月龄前婴儿每半月测量一次身长和
体质量，病后恢复期可增加测量次数。③选用世界
卫生组织的《儿童生长曲线》判断生长状况。④出生
体质量正常婴儿的最佳生长模式是基本维持其出生
时在群体中的分布水平。⑤婴儿生长有自身规律，
不宜追求参考值上限。
６．２　如何测量婴儿／幼儿的体质量和身长

体质量是判定婴幼儿体格生长和营养状况的重
要指标，也是婴幼儿定期健康体检的重要项目之一。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都有专用的婴儿体
质量秤，其测量精度高，分辨率为５ｇ，可以准确测量
婴幼儿体质量，及时发现体质量变化。测体质量时
最好空腹，排去大小便，尽量脱去衣裤、鞋帽、尿布
等，最好能连续测量两次，两次间的差异不应超过
１０ｇ。在家中给婴幼儿称体质量时，如有条件也最
好使用专用婴儿体质量秤。如条件有限，也可由家
属抱着婴幼儿站在家用体质量秤上称体质量，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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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人的体质量，即为婴幼儿的体质量。由于普通
家用体质量秤的测量误差在１００ｇ左右，所以采用
这种方法不能准确得知婴幼儿在短期内的体质量增
长，而只是适用于观察较长时间的体质量变化。
２岁以下婴幼儿应躺着量身长，身长为头、脊柱

和下肢长的总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有
专用的婴幼儿身长测量量床。婴幼儿在测量身长前
应先脱去鞋、袜、帽子、头饰、外衣裤。让婴幼儿仰躺
在量床上，请助手或家属扶住婴幼儿头部，头顶顶住
量床顶板，测量者注意让婴幼儿保持全身伸直，左手
按直婴幼儿的双膝部，使两下肢伸直、并拢并紧贴量
床的底板，右手推动量床测量滑板，使滑板紧贴婴幼
儿的足底，并使量床两侧测量值一致，然后读取数
值，精确到０．１ｃｍ。最好能连续测量两次，两次相
差不能超过０．４ｃｍ。在家里测量时，可以让婴幼儿
躺在桌上或木板床上，在桌面或床沿贴上一软尺。
在婴幼儿的头顶和足底分别放上两块硬纸板，读取
头板内侧至足板内侧的长度，即为婴幼儿的身长。
６．３　如何评价婴儿／幼儿生长发育状况

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６年生长标准数据，利
用Ｚ评分指标进行评价。Ｚ评分：实测值与参考人
群中位数之间的差值和参考人群标准差相比，所得
比值就是Ｚ评分。常用的Ｚ评分指标有：①年龄别
身高／身长Ｚ评分，儿童身高／身长实测值与同年龄
同性别参考儿童身高／身长中位数之间的差值和参
考人群标准差相比，所得比值就是年龄别身高／身长
Ｚ评分。②年龄别体质量Ｚ评分，儿童体质量实测
值与同年龄同性别参考儿童体质量中位数之间的差
值和同年龄同性别参考儿童体质量标准差相比，所

得比值就是年龄别体质量Ｚ评分。③身高／身长别
体质量Ｚ评分，儿童体质量实测值与同性别同身
高／身长儿童体质量中位数之间的差值和同性别同
身高／身长儿童体质量标准差相比，所得比值就是身
高／身长别体质量Ｚ评分。④年龄别体质指数
（ＢＭＩ）Ｚ评分，儿童ＢＭＩ计算值与同年龄同性别儿
童ＢＭＩ中位数之间的差值和同年龄同性别儿童ＢＭＩ
标准差相比，所得比值就是年龄别ＢＭＩＺ评分。

生长状况判定：建议应用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６年
生长标准数值进行判定。
６．４　为什么婴幼儿的生长不宜追求参考值的上限

每个婴儿出生体质量不同，由于遗传和环境因
素的影响，出生后增长速度和生长轨迹都不可能完
全一样。在喂养得当、营养充分、健康良好的情况
下，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生长
曲线和参考值是基于大部分儿童的生长发育数据推
算的范围，是群体研究结果。每一个儿童都会有其
自己的生长曲线，其曲线一般都处于推荐的参考值
范围内，但并不是每个儿童的生长曲线一定处于平
均水平或上游水平。参考值的上限指的是同龄儿童
中处于上游２％或３％的水平，显然不可能所有的儿
童都处于此水平。大部分儿童的生长指标都会比较
接近均值或中位数（Ｐ５０）水平，但均值或中位数水
平也不是每个儿童的生长目标。因此，评价某一个
儿童的生长时，应将其现在的情况与以往进行比较，
尤其是以其出生时的状况为基准，观察其发育动态，
才更有意义。总之，不要将某个婴儿的生长指标与
参考值的高限相比，也不要与平均水平相比，更不要
与邻家孩子的生长相比。

（上接第４９页）
　　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３）：２６６２６９．
［６］　季伟，陈正荣，郭红波，等．苏州儿童医院住院儿童呼吸道病毒

的流行特点及与气候因素的相关性研究［Ｊ］．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２０１１，４５（３）：２０５２０９．

［７］　张涛，王波，王穗琼，等．儿童肺炎支原体的耐药性与临床用药
相关性研究［Ｊ］．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９４０．

［８］　贺占国，王曼，白云，等．ＩｇＭ抗体检测在儿科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诊断中的应用［Ｊ］．临床误诊误治，２０１２，２５（６）：６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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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４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妇幼人群指南修订专家工作组

　　本指南所称７～２４月龄婴幼儿是指满６月龄
（出生１８０ｄ后）至２周岁内（２４月龄内）的婴幼儿。

对于７～２４月龄婴幼儿，母乳仍然是重要的营
养来源，但单一的母乳喂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其对
能量以及营养素的需求，必须引人其他营养丰富的
食物。与此同时，７～２４月龄婴幼儿胃肠道等消化
器官的发育、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能力的发展，也
需要其有机会通过接触、感受和尝试，逐步体验和适
应多样化的食物，从被动接受喂养转变到自主进
食。这一过程从婴儿７月龄开始，到２４月龄时完
成。这一年龄段婴幼儿的特殊性还在于父母及喂养
者的喂养行为对其营养和饮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顺应婴幼儿需求的喂养，有助于健康饮食习惯的形
成，并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７～２４月龄婴幼儿处于１０００日机遇窗口期的

第３阶段，适宜的营养和喂养不仅关系到近期的生
长发育，也关系到长期的健康。针对我国７～２４月
龄婴幼儿营养和喂养的需求，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基于目前已有的证据，同时参考ＷＨＯ等的相关建
议，提出７～２４月龄婴幼儿的喂养指南。
１　继续母乳喂养，满６月龄起添加辅食

母乳仍然可以为满６月龄后婴幼儿提供部分能
量，优质蛋白质、钙等重要营养素，以及各种免疫保
护因子等。继续母乳喂养也仍然有助于促进母子间
的亲密连接，促进婴幼儿发育。因此７～２４月龄婴
幼儿应继续母乳喂养。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
时，需要以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婴儿满６月龄时，胃肠道等消化器官已相对发
育完善，可消化母乳以外的多样化食物。同时，婴儿
的口腔运动功能，味觉、嗅觉、触觉等感知觉，以及心
理、认知和行为能力也已准备好接受新的食物。此
时开始添加辅食，不仅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也能
满足其心理需求，并促进其感知觉、心理及认知和行
为能力的发展。
１．１　关键推荐

①婴儿满６月龄后仍需继续母乳喂养，并逐渐
引入各种食物；②辅食是指除母乳和／或配方奶以外

的其他各种性状的食物；③有特殊需要时须在医师
的指导下调整辅食添加时间；④不能母乳喂养或母
乳不足的婴幼儿，应选择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１．２　７～２４月龄婴幼儿继续母乳喂养的益处

婴儿满６月龄后仍然可以从继续母乳喂养中获
得能量以及各种重要营养素，还有抗体、母乳低聚糖
等各种免疫保护因子。７～２４月龄婴幼儿继续母乳
喂养可显著减少腹泻、中耳炎、肺炎等感染性疾病；
继续母乳喂养还可减少婴幼儿食物过敏、特应性皮
炎等过敏性疾病；此外，母乳喂养婴儿到成人期时，
身高更高、肥胖及各种代谢性疾病明显减少。与此
同时，继续母乳喂养还可增进母子间的情感连接，促
进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母乳喂养时间越长，母婴
双方的获益越多。因此７～２４月龄婴儿应继续母乳
喂养，并可持续到２岁或以上。
１．３　辅食的定义

本指南定义辅食为：除母乳和／或配方奶以外的
其他各种性状的食物，包括各种天然的固体、液体食
物，以及商品化食物。目前ＷＨＯ对辅食的定义：
除母乳以外任何的食物和／或饮料（包括婴儿配方
奶、较大婴儿配方奶和水）。美国儿科学会（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认为：除母乳以外任何
含有营养素的食物和／或饮料（包括婴儿配方奶、较
大婴儿配方奶，但不包括水）。欧洲儿科胃肠肝病和
营养学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认为：除母乳和
母乳替代品外所有的固体和／或液体食物（不包括婴
儿配方奶和较大婴儿配方奶）。为倡导母乳喂养，减
少大众对婴儿配方奶的误解，本指南强调配方奶是
母乳替代品，不是辅食。如母乳充足，婴儿满６月龄
后不应该添加配方奶，而是必须引入其他各种有营
养的食物作为辅食。
１．４　为什么强调在６月龄时添加辅食

婴儿满６月龄时是添加辅食的最佳时机。婴儿
满６月龄后，纯母乳喂养已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能量，
还有铁、锌、维生素Ａ等关键营养素，因而必须在继
续母乳喂养的基础上引入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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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添加辅食也与婴儿的口腔运动能力，及其
对不同口味、不同质地食物的接受能力相一致。

过早添加辅食，容易因婴儿消化系统不成熟而
引发胃肠不适，进而导致喂养困难或增加感染、过敏
等风险。过早添加辅食也是母乳喂养提前终止的重
要原因，并且是儿童和成人期肥胖的重要风险因素。
过早添加辅食还可能因进食时的不愉快经历，影响
婴幼儿长期的进食行为。

过晚添加辅食，则增加婴幼儿蛋白质、铁、锌、
碘、维生素Ａ等缺乏的风险，进而导致营养不良以
及缺铁性贫血等各种营养缺乏性疾病，并造成长期
不可逆的不良影响。过晚添加辅食也可能造成喂养
困难，增加食物过敏风险等。

少数婴儿可能由于疾病等各种特殊情况而需要
提前或推迟添加辅食。这些婴儿必须在医师的指导
下选择辅食添加时间，但一定不能早于满４月龄前，
并在满６月龄后尽快添加。
１．５　７～２４月龄婴幼儿的母乳喂养量

为了保证能量及蛋白质、钙等重要营养素的供
给，７～９月龄婴儿每天的母乳量应不低于６００ｍＬ，
每天应保证母乳喂养不少于４次；０～１２月龄婴儿
每天母乳量约６００ｍＬ，每天应母乳喂养４次；而１３
～２４月龄幼儿每天母乳量约５００ｍＬ，每天母乳喂养
不超过４次。对于母乳不足或不能母乳喂养的婴幼
儿，满６月龄后需要继续以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１．６　为７～２４月龄婴幼儿选择乳制品

普通鲜奶、酸奶、奶酪等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含
量远高于母乳，增加婴幼儿肾脏负担，故不宜喂给
７～１２月龄婴儿，对于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可以将其
作为食物多样化的一部分而逐渐尝试，但建议少量
进食为宜，不能以此完全替代母乳和／或配方奶。普
通豆奶粉、蛋白粉的营养成分不同于配方奶，也与鲜
奶等奶制品有较大差异，不建议作为婴幼儿食品。
无乳糖大豆基配方奶可作为婴幼儿慢性迁延性腹泻
时的治疗饮食，但应在医师指导下应用。
２　从富铁泥糊状食物开始，逐步添加达到食物多样

７～１２月龄婴儿所需能量约１／３～１／２来自辅
食，１３～２４月龄幼儿约１／２～２／３的能量来自辅食，
而婴幼儿来自辅食的铁更高达９９％。因而婴儿最
先添加的辅食应该是富铁的高能量食物，如强化铁
的婴儿米粉、肉泥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引入其他不
同种类的食物以提供不同的营养素。

辅食添加的原则：每次只添加一种新食物，由少

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循序渐进。从一种富铁
泥糊状食物开始，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肉泥等，逐
渐增加食物种类，逐渐过渡到半固体或固体食物，如
烂面、肉末、碎菜、水果粒等。每引入一种新的食物
应适应２～３ｄ，密切观察是否出现呕吐、腹泻、皮疹
等不良反应，适应一种食物后再添加其他新的食物。
２．１　关键推荐

①随母乳量减少，逐渐增加辅食量；②首先添加
强化铁的婴儿米粉、肉泥等富铁的泥糊状食物；③每
次只引入一种新的食物，逐步达到食物多样化；④从
泥糊状食物开始，逐渐过渡到固体食物；⑤辅食应适
量添加植物油。
２．２　７～９月龄婴儿添加辅食

７～９月龄属于辅食添加开始阶段，主要是让婴
儿适应新的食物并逐渐增加进食量。添加辅食应在
婴儿健康且情绪良好时开始，遵照辅食添加原则，循
序渐进。

为了保证母乳喂养，建议刚开始添加辅食时，先
母乳喂养，婴儿半饱时再喂辅食，然后再根据需要哺
乳。随着婴儿辅食量增加，满７月龄时，多数婴儿的
辅食喂养可以成为单独一餐，随后过渡到辅食喂养
与哺乳间隔的模式。每天母乳喂养４～６次，辅食喂
养２～３次。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时应选择合
适的较大婴儿配方奶作为补充。合理安排婴儿的作
息时间，包括睡眠、进食和活动时间等，尽量将辅食
喂养安排在与家人进食时间相近或相同时，以便以
后婴儿能与家人共同进餐。

刚开始添加辅食时，可选择强化铁的婴儿米粉，
用母乳、配方奶或水冲调成稍稀的泥糊状（能用小勺
舀起不会很快滴落）。婴儿刚开始学习接受小勺喂
养时，由于进食技能不足，只会舔吮，甚至将食物推
出、吐出，需要慢慢练习。可以用小勺舀起少量米糊
放在婴儿一侧嘴角让其吮舔。切忌将小勺直接塞进
婴儿嘴里，令其有窒息感，产生不良的进食体验。第
１次只需尝试１小勺，第１天可以尝试１～２次。第
２天视婴儿情况增加进食量或进食次数。观察２～３ｄ，
如婴儿适应良好就可再引入一种新的食物，如蛋黄
泥、肉泥等富铁食物。在婴儿适应多种食物后可以
混合喂养，如米粉拌蛋黄、肉泥蛋羹等。

在给７～９月龄婴儿引人新的食物时应特别注
意观察是否有食物过敏现象。如在尝试某种新的食
物的１～２ｄ内出现呕吐、腹泻、湿疹等不良反应，须
及时停止喂养，待症状消失后再从小量开始尝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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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出现同样的不良反应，应尽快咨询医师，确认是
否食物过敏。

对于婴儿偶尔出现的呕吐、腹泻、湿疹等不良反
应，不能确定与新引入的食物相关时，不能简单地
认为婴儿不适应此种食物而不再添加。婴儿患病
时也应暂停引人新的食物，已经适应的食物可以
继续喂养。
７～９月龄婴儿需每天保持６００ｍＬ以上的奶

量，并优先添加富铁食物，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等，
逐渐达到每天１个蛋黄和／或鸡蛋（如果蛋黄适应良
好就可尝试蛋白）和５０ｇ肉禽鱼，其他谷物类、蔬
菜、水果的添加量根据婴儿需要而定。如婴儿对蛋
黄和／或鸡蛋过敏，在回避鸡蛋的同时应再增加肉类
３０ｇ。如婴儿辅食以谷物类、蔬菜、水果等植物性食
物为主，需要额外添加约５～１０ｇ油脂，推荐以富含
ａ亚麻酸的植物油为首选，如亚麻籽油、核桃油等。
７～９月龄婴儿的辅食质地应该从刚开始的泥糊状，
逐渐过渡到９月龄时带有小颗粒的厚粥、烂面、肉
末、碎菜等。
２．３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添加辅食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已经尝试并适应多种种类的
食物，这一阶段应在继续扩大婴儿食物种类的同时，
关注增加食物的稠厚度和粗糙度，并注重培养婴儿
对食物和进食的兴趣。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的辅食质地应该比前期加厚、

加粗，带有一定的小颗粒，并可尝试块状的食物。绝
大多数婴儿在１２月龄前萌出第１颗乳牙，可以帮助
婴儿啃咬食物。此时婴儿的乳磨牙均未萌出，但婴
儿牙床可以磨碎较软的小颗粒食物。尝试颗粒状食
物可促使婴儿多咀嚼，有利于牙齿的萌出。

合理安排１０～１２月龄婴儿的睡眠、进食和活动
时间，每天哺乳３～４次，辅食喂养２～３次。辅食喂
养时间安排在家人进餐的同时或在相近时。逐渐达
到与家人同时进食一日三餐，并在早餐和午餐、午餐
和晚餐之间，以及临睡前各加餐１次。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应保持每天６００ｍＬ的奶量；

保证摄入足量的动物性食物，每天１个鸡蛋加５０ｇ
肉禽鱼；一定量的谷物类；蔬菜、水果的量以婴儿需
要而定。继续引入新食物，特别是不同种类的蔬菜、
水果等，增加婴儿对不同食物口味和质地的体会，减
少将来挑食、偏食的风险。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不
足的婴儿仍应选择合适的较大婴儿配方奶作为
补充。

特别建议为婴儿准备一些便于用手抓捏的“手
抓食物”鼓励婴儿尝试自喂，如香蕉块、煮熟的土豆
块和胡萝卜块、馒头、面包片、切片的水果和蔬菜以
及撕碎的鸡肉等。一般在１０月龄时尝试香蕉、土豆
等比较软的手抓食物，１２月龄时可以尝试黄瓜条、
苹果片等较硬的块状食物。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在添加新的辅食时，仍应遵循

辅食添加原则，循序渐进，密切关注是否有食物过敏
现象。
２．４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喂养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已经大致尝试过各种家庭日
常食物，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自主进食，也就是学会
自己吃饭，并逐渐适应家庭的日常饮食。幼儿在满
１２月龄后应与家人一起进餐，在继续提供辅食的同
时，鼓励尝试家庭食物，并逐渐过渡到与家人一起进
食家庭食物。随着幼儿自我意识的增强，应鼓励幼
儿自主进食。满１２月龄幼儿能用小勺舀起，但大多
散落，１８月龄时能吃到大约一半的食物，而到２４月
龄时能比较熟练地用小勺自喂，少有散落。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的奶量应维持约５００ｍＬ，每

天１个鸡蛋加５０～７５ｇ肉禽鱼，每天５０～１００ｇ的
谷物类，蔬菜、水果的量仍然以幼儿需要而定。不能
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时，仍然建议以合适的幼儿配
方奶作为补充，可引入少量鲜牛奶、酸奶、奶酪等，作
为幼儿辅食的一部分。
２．５　什么样的食物适合作为婴儿辅食

适合婴幼儿的辅食应该满足以下条件：富含能
量以及蛋白质、铁、锌、钙、维生素Ａ等各种营养素；
未添加盐、糖，以及其他刺激性调味品；质地适合不
同年龄的婴幼儿；婴幼儿喜欢；当地生产且价格合
理，家庭可负担。如本地生产的肉、鱼、禽、蛋类、新
鲜蔬菜和水果等。作为婴幼儿辅食的食物应保证安
全、优质、新鲜，但不必追求高价、稀有。
２．６　哪些是含铁丰富的食物

含铁丰富的食物包括，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
动物血等。这些食物的含铁量高且含血红素铁较
多，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是人体铁的重要食物来
源，也是最佳来源。蛋黄中也有较高的铁，但其吸收
率不如肉类。婴儿配方奶、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等额
外添加铁等营养素，其铁含量也高，但均为非血红素
铁，吸收率相对较低。绿叶蔬菜的铁含量在蔬菜中
相对较高，同时富含维生素Ｃ，有促进非血红素铁吸
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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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倡顺应喂养，鼓励但不强迫进食
随着婴幼儿生长发育，父母及喂养者应根据其

营养需求的变化，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和运动能
力的发展，顺应婴幼儿的需要进行喂养，帮助婴幼儿
逐步达到与家人一致的规律进餐模式，并学会自主
进食，遵守必要的进餐礼仪。

父母及喂养者有责任为婴幼儿提供多样化，且
与其发育水平相适应的食物，在喂养过程中应及时
感知婴幼儿所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号，并作出恰
当的回应。尊重婴幼儿对食物的选择，耐心鼓励和
协助婴幼儿进食，但绝不强迫进食。

父母及喂养者还有责任为婴幼儿营造良好的进
餐环境，保持进餐环境安静、愉悦，避免电视、玩具等
对婴幼儿注意力的干扰。控制每餐时间不超过２０
ｍｉｎ。父母及喂养者也应该是婴幼儿进食的好榜样。
３．１　关键推荐

①耐心喂养，鼓励进食，但决不强迫喂养；②鼓
励并协助婴幼儿自己进食，培养进餐兴趣；③进餐
时不看电视、玩玩具，每次进餐时间不超过２０ｍｉｎ；
④进餐时喂养者与婴幼儿应有充分的交流，不以食
物作为奖励或惩罚；⑤父母应保持自身良好的进食
习惯，成为婴幼儿的榜样。
３．２　什么是顺应喂养

顺应喂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ｆｅｅｄｉｎｇ）是在顺应养育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模式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婴幼
儿喂养模式。顺应喂养要求：父母应负责准备安全、
有营养的食物，并根据婴幼儿需要及时提供；父母应
负责创造良好的进食环境；而具体吃什么、吃多少，
则应由婴幼儿自主决定。在婴幼儿喂养过程中，父
母应及时感知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号，充分
尊重婴幼儿的意愿，耐心鼓励，但决不能强迫喂养。
３．３　如何进行顺应喂养

父母需要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准备好合适的辅
食，并按婴幼儿的生活习惯决定辅食喂养的适宜时
间。从开始添加辅食起就应为婴幼儿安排固定的座
位和餐具，营造安静、轻松的进餐环境，杜绝电视、玩
具、手机等的干扰。喂养时父母应与婴幼儿保持面
对面，以便于交流。

父母应及时回应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
号，及时提供或终止喂养。如当婴儿看到食物表现
兴奋、小勺靠近时张嘴、舔吮食物等，表示饥饿；而当
婴儿紧闭小嘴、扭头、吐出食物时，则表示已吃饱。
父母应以正面的态度，鼓励婴幼儿以语言、肢体语言

等发出要求或拒绝进食的请求，增进婴幼儿对饥饿
或饱足的内在感受，发展其自我控制饥饿或饱足的
能力。

父母应允许婴幼儿在准备好的食物中挑选自己
喜爱的食物。对于婴幼儿不喜欢的食物，父母应反
复提供并鼓励其尝试。父母应对食物和进食保持中
立态度，不能以食物和进食作为惩罚和奖励。

父母应允许并鼓励婴幼儿尝试自己进食，可以
手抓或使用小勺等，并建议特别为婴幼儿准备合适
的手抓食物，鼓励婴幼儿在良好的互动过程中学习
自我服务，增强其对食物和进食的注意与兴趣，并促
进婴幼儿逐步学会独立进食。此外，父母的进食行
为和态度是婴幼儿模仿的榜样，父母必须注意保持
自身良好的进食行为和习惯。
３．４　怎样合理安排婴幼儿的餐次和进餐时间

为培养婴幼儿良好的作息习惯，方便家庭生活，
从开始起就应将辅食喂养安排在家人进餐的同时或
相近时。婴幼儿的进餐时间应逐渐与家人一日三餐
的进餐时间一致，并在两餐之间，即早餐和午餐、午
餐和晚餐之间，以及睡前额外增加１次喂养。婴儿
满６月龄后应尽量减少夜间喂养。一般７～９月龄婴
儿每天辅食喂养２次，母乳喂养４～６次；１０～１２月龄
婴儿每天辅食喂养２～３次，母乳喂养４次；１３～２４
月龄幼儿每天辅食喂养３次，母乳喂养３次。

婴幼儿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一次进餐时间宜
控制在２０ｍｉｎ以内。进餐过程中应鼓励婴幼儿手
抓食物自喂，或学习使用餐具，以增加婴幼儿对食物
和进食的兴趣。进餐时看电视、玩玩具等会分散婴
幼儿对进食和食物的兴趣，必须加以禁止。
３．５　如何培养婴幼儿自主进食

婴幼儿学会自主进食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
步，需要反复尝试和练习。父母应有意识地利用婴
幼儿感知觉，以及认知、行为和运动能力的发展，逐
步训练和培养婴幼儿的自主进食能力。７～９月龄
婴儿喜欢抓握，喂养时可以让其抓握、玩弄小勺等餐
具；１０～１２月龄婴儿已经能捡起较小的物体，手眼
协调熟练，可以尝试让其自己抓着香蕉、煮熟的土豆
块或胡萝卜等自喂；１３月龄幼儿愿意尝试抓握小勺
自喂，但大多洒落；１８月龄幼儿可以用小勺自喂，但
仍有较多洒落；２４月龄幼儿能用小勺自主进食并较
少洒落。在婴幼儿学习自主进食的过程中，父母应
给与充分的鼓励，并保持耐心。
３．６　７～９月龄婴儿一天膳食安排

·５１·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６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２



７～９月龄婴儿可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每天辅
食喂养２次，母乳喂养４～６次。７～９月龄婴儿应
逐渐停止夜间喂养，白天的进餐时间逐渐与家人一
致。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７点：母乳和／或配方奶；
早上１０点：母乳和／或配方奶；中午１２点：各种泥糊
状的辅食，如婴儿米粉、稠厚的肉末粥、菜泥、果泥、
蛋黄等；下午３点：母乳和／或配方奶；下午６点：各
种泥糊状的辅食；晚上９点：母乳和／或配方奶。夜
间可能还需要母乳和／或配方奶喂养１次。
７～９月龄婴儿每天奶量至少６００ｍＬ；逐渐达

到蛋黄和／或鸡蛋１个，肉禽鱼５０ｇ；适量的强化铁
的婴儿米粉、厚粥、烂面等谷物类；蔬菜和水果以尝
试为主。少数确认鸡蛋过敏的婴儿应回避鸡蛋，相
应增加约３０ｇ肉类。
３．７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一日膳食安排

１０～１２月龄婴儿每天添加２～３次辅食，母乳
喂养３～４次。停止夜间喂养，一日三餐时间与家人
大致相同，并在早餐至午餐、午餐至晚餐、临睡前各
安排１次点心。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７点：母乳
和／或配方奶，加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以喂奶为
主，需要时再加辅食；早上１０点：母乳和／或配方奶；
中午１２点：各种厚糊状或小颗粒状辅食，可以尝试
软饭、肉末、碎菜等；下午３点：母乳和／或配方奶，加
水果泥或其他辅食。以喂奶为主，需要时再加辅食；
下午６点：各种厚糊状或小颗粒状辅食；晚上９点：
母乳和／或配方奶；１０～１２月龄婴儿每天奶量约
６００ｍＬ；鸡蛋１个，肉禽鱼５０ｇ；适量的强化铁的婴
儿米粉、稠厚的粥、软饭、馒头等谷物类；继续尝试
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并根据婴儿需要增加进
食量，可以尝试碎菜或自己啃咬香蕉、煮熟的土豆
和胡萝卜等。
３．８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一日膳食安排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应与家人一起进食一日三餐，
并在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间，以及临睡前各安
排一次点心。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７点：母乳和／
或配方奶，加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尝试家庭早餐；
早上１０点：母乳和／或配方奶，加水果或其他点心；
中午１２点：各种辅食，鼓励幼儿尝试成人的饭菜，鼓
励幼儿自己进食；下午３点：母乳和／或配方奶，加水
果或其他点心；下午６点：各种辅食，鼓励幼儿尝试
成人的饭菜，鼓励幼儿自己进食；晚上９点：母乳
和／或配方奶。
１３～２４月龄幼儿每天仍保持约５００ｍＬ的奶

量；鸡蛋１个，肉禽鱼５０～７５ｇ；软饭、面条、馒头、
强化铁的婴儿米粉等谷物类约５０～１００ｇ；继续尝
试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尝试啃咬水果片或煮熟
的大块蔬菜，增加进食量。
３．９　辅食添加中婴幼儿出现不适反应的应对

添加辅食过程中，婴幼儿难免会有恶心、哽噎、
呕吐，甚至拒绝进食的表现，但不能因此而只给稀糊
状的辅食，甚至放弃添加辅食。辅食需要咀嚼、吞
咽，而不只是吸吮；辅食也有不同于母乳的口味，这
些都需要婴幼儿慢慢熟悉和练习。因此，添加辅食
时父母及喂养者应保持耐心，积极鼓励，反复尝试。
此外，父母及喂养者也要掌握一些喂养技巧，如喂养
辅食的小勺应大小合适；每次喂养时先让婴儿尝试
新的食物；或将新添加的辅食与婴儿熟悉的食物混
合，如用母乳来调制米粉，在婴儿熟悉的米粉中加
人少量蛋黄等；注意食物温度合适，不能太烫或太
冷等。

少数婴幼儿可能因疾病原因而造成辅食添加延
迟，或者因发育迟缓、心理因素等致使添加固体食物
困难，对于这些特殊情况，需要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
逐步干预、改进。
４　辅食不加调味品，尽量减少糖和盐的摄入

辅食应保持原味，不加盐、糖以及刺激性调味
品，保持淡口味。淡口味食物有利于提高婴幼儿对
不同天然食物口味的接受度，减少偏食挑食的风险。
淡口味食物也可减少婴幼儿盐和糖的摄入量，降低
儿童期及成人期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

强调婴幼儿辅食不额外添加盐、糖及刺激性调
味品，也是为了提醒父母在准备家庭食物时也应保
持淡口味，即为适应婴幼儿需要，也为保护全家人
健康。
４．１　关键推荐

①婴幼儿辅食应单独制作；②保持食物原味，不
需要额外加糖、盐及各种调味品；③１岁以后逐渐尝
试淡口味的家庭膳食。
４．２　天然食物中所含的钠能满足婴幼儿的需求吗

母乳钠含量可以满足６月龄内婴儿的需要，配
方奶的钠含量高于母乳。７～１２月龄婴儿可以从天
然食物中，主要是动物性食物中获得钠，如１个鸡蛋
含钠７１ｍｇ，１００ｇ新鲜瘦猪肉含钠６５ｍｇ，１００ｇ新
鲜海虾含钠１１９ｍｇ，加上从母乳中获得的钠，可以达
到７～１２月龄婴儿钠的适宜摄入量（ＡＩ）３５０ｍ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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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开始少量尝试家庭食物，钠的摄入
量将明显增加。
４．３　适合的辅食烹饪方法有哪些

辅食烹饪最重要的是要将食物煮熟、煮透，同时
尽量保持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和原有口味，并使食物
质地能适合婴幼儿的进食能力。辅食烹饪方法宜多
采用蒸、煮，不用煎、炸。

婴幼儿的味觉、嗅觉还在形成过程中，父母及喂
养者不应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在制作辅食时可以
通过不同食物的搭配来增进口味，如番茄蒸肉末、土
豆、牛奶泥等，其中天然的奶味和酸甜味是婴幼儿最
熟悉和喜爱的口味。
４．４　哪些家庭食物适合１３～２４月龄幼儿

添加辅食的最终目的是逐渐转变为成人的饮食
模式，因此鼓励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尝试家庭食物，并
在满２４月龄后与家人一起进食。当然，并不是所有
的家庭食物都适合１３～２４月龄的幼儿，如经过腌、
熏、卤制，重油、甜腻，以及辛辣刺激的高盐、高糖、刺
激性的重口味食物均不适合。适合１３～２４月龄幼
儿的家庭食物应该是少盐、少糖、少刺激的淡口味食
物，并且最好是家庭自制的食物。
４．５　怎样避免高糖、高盐的加工食品

经过加工后的食品，其中的钠含量大大提高，并
大多额外添加糖。如新鲜番茄几乎不含钠，１００ｍＬ
市售无添加番茄汁含钠２０ｍｇ，而１０ｇ番茄沙司含
钠量高达１１５ｍｇ，并已加入玉米糖浆、白砂糖等。
１００ｇ新鲜猪肉含钠７０ｍｇ，而市售１００ｇ香肠中含
钠量超过２５００ｍｇ。即使是婴儿肉松、肉酥等加工
肉制品，１００ｇ含钠量仍高达１１００ｍｇ。

学会查看阅读食品标签，可识别高糖、高盐的加
工食品。按照我国的食品标签法，食品标签上需要
标示每１００ｇ食物中的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含量，
并标示其占全天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ＮＲＶ％）。
如钠的ＮＲＶ％比较高，特别是远高于能量ＮＲＶ％
时，说明这种食物的钠含量较高，最好少吃或避免。
从食品标签上的配料表上则可查到额外添加的糖。
要注意的是，额外添加的糖除了标示为蔗糖（白砂
糖）外，还有其他各种名称，如麦芽糖、果葡糖浆、浓
缩果汁、葡萄糖、蜂蜜等。
４．６　辅食不加盐，如何保证婴幼儿碘的摄入

食盐强化碘是应对碘缺乏的重要措施。强调减
少盐的摄人可能会同时减少碘的摄人，有引起碘缺
乏的潜在风险。ＷＨＯ推荐，需要继续监测人群盐摄

入量的变化，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食盐强化碘的量。
当母亲碘摄入充足时，母乳碘含量可达到１００～

１５０μｇ／Ｌ，能满足０～１２月龄婴儿的需要。０～６月龄
婴儿碘的适宜摄入量（ＡＩ）为８５μｇ／ｄ，７～１２月龄婴
儿１１５μｇ／ｄ。此外，７～１２月龄婴儿可以从辅食中
获得部分碘，而１３～２４月龄幼儿开始尝试成人食
物，也会摄人少量的含碘盐，从而获得足够的碘，
１～３岁幼儿的碘推荐摄入量（ＲＮＩ）为９０μｇ／ｄ。
４．７　婴幼儿应少喝果汁

鲜榨果汁、１００％纯果汁中的果糖、蔗糖等糖含
量过高，纤维素含量少，其营养价值不如整个水果。
为减少婴幼儿糖的摄入量，目前推荐６月龄前婴儿
不额外添加纯果汁或稀释果汁；７～１２月龄的婴儿
最好食用果泥和小果粒，可少量饮用纯果汁但应稀
释；１３～２４月龄幼儿每天纯果汁的饮用量不超过
１２０ｍＬ，并且最好限制在进餐时或点心时饮用。
５　注重饮食卫生和进食安全

选择新鲜、优质、无污染的食物和清洁水制作
辅食。

制作辅食前须先洗手。制作辅食的餐具、场所
应保持清洁。辅食应煮熟、煮透。制作的辅食应及
时食用或妥善保存。进餐前洗手，保持餐具和进餐
环境清洁、安全。

婴幼儿进食时一定要有成人看护，以防进食意
外。整粒花生、坚果、果冻等食物不适合婴幼儿食用。
５．１　关键推荐

①选择安全、优质、新鲜的食材；②制作过程始
终保持清洁卫生，生熟分开；③不吃!

饭，妥善保存
和处理

!

余食物；④饭前洗手，进食时应有成人看
护，并注意进食环境安全。
５．２　如何保持家庭自制婴幼儿辅食的安全卫生

家庭自制婴幼儿辅食时，应选择新鲜、优质、安
全的原材料。辅食制作过程中必须注意清洁、卫生，
如制作前洗手、保证制作场所及厨房用品清洁。必
须注意生熟分开，以免交叉污染。按照需要制作辅
食，做好的辅食应及时食用，未吃完的辅食应丢弃。
多余的原料或制成的半成品，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
或冷冻保存。
５．３　容易导致进食意外的食物

鱼刺等卡在喉咙是最常见的进食意外。当婴幼
儿开始尝试家庭食物时，由大块食物哽噎而导致的
意外会有所增加。整粒花生、腰果等坚果，婴幼儿无
法咬碎且容易呛入气管，禁止食用。果冻等胶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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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慎吸入气管后，不易取出，也不适合２岁以下婴
幼儿。
５．４　如何保证食物安全

保证食物安全最基本的做法是将食物煮熟。经
过高温烧煮后，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均可被杀灭。
但煮熟后的食物仍有再次被污染的可能，因此准备
好的食物应尽快食用。生吃的水果和蔬菜必须用清
洁水彻底洗净，而给予婴幼儿食用的水果和蔬菜应
去掉外皮及内核和籽，以保证食用时的安全。
５．５　如何保证婴幼儿进食安全

可能会发生的意外有筷子、汤匙等餐具插进咽
喉、眼眶；舌头、咽喉被烫伤，甚至弄翻火锅、汤、粥而
造成大面积烫伤；误食农药、化学品等意外，在婴幼
儿中时有发生。这些与进食相关的意外事件与婴幼
儿进食时随意走动，家属看护不严有密切的关系。
为保证进食安全，婴幼儿进食时应固定位置，必须有
成人的看护，并注意进食场所的安全。
５．６　家庭中自制婴幼儿辅食的卫生要求

家庭中自制婴幼儿辅食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准备辅食所用的案板、锅铲、碗勺等炊具均应清洗
干净；②选择优质的原材料，应尽可能新鲜，并仔细
择选和清洗；③避免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减少营
养素的流失；④单独制作，或在家庭烹饪食物投放调
味品之前，选出部分适合婴幼儿的食物；⑤现做现
吃，没有吃完的辅食不宜再次喂给婴幼儿。
５．７　家庭自制辅食还是购买婴儿食品

家庭自制辅食可以保证食物新鲜，不添加盐、糖
等调味品，味道也更偏向于家常化，但制作费时。购
买婴儿食品则方便，食物质量也有保证，但价格较
贵。总体来说，我国市场上适合不同年龄段婴幼儿
的辅食品种有限，部分婴儿食品中的盐、糖含量高。
６　定期监测体格指标，追求健康生长

适度、平稳生长是最佳的生长模式。每３个月
１次定期监测并评估７～２４月龄婴幼儿的体格生长
指标有助于判断其营养状况，并可根据体格生长指
标的变化，及时调整营养和喂养。对于生长不良、超
重肥胖，以及处于急慢性疾病期间的婴幼儿应增加
监测次数。

６．１　关键推荐
①体质量、身长是反映婴幼儿营养状况的直观

指标；②每３个月１次，定期测量身长、体质量、头围
等体格生长指标；③平稳生长是最佳的生长模式。
６．２　绘制和评估婴幼儿的生长曲线

从婴儿出生起，就将其每次健康体检时所测得
的身长、体质量、头围等数据，按月龄标点在相应的
ＷＨＯ儿童生长标准上，如按年龄身长、按年龄体质
量、按年龄头围，并将各个数据点连接成线，就是每
个婴幼儿个体化的生长曲线。相比单次测量的体格
生长指标，定期连续测量体格生长指标并绘制成生
长曲线，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婴幼儿的生长状况，也可
以更及时地反映营养和喂养情况。

大多数婴儿在满６个月后，其生长曲线会处于
相对平稳的水平，与ＷＨＯ儿童生长标准的中位线
平行。当婴幼儿的生长曲线在ＷＨＯ儿童生长标准
的第３和第９７百分位之间（Ｐ３～Ｐ９７）或在Ｚ评分－
２至＋２之间，并与儿童生长标准的中位线平行时，
均为正常。而当婴幼儿生长曲线有明显下降或上
升时，应及时了解其喂养和疾病情况，并作出合理调
整。如当体质量生长曲线从Ｐ５０快速下降到Ｐ１５，说
明近期体质量增长缓慢，可能存在营养摄人不足，应
进一步了解近期是否有疾病，喂养不良等；而当体质
量生长曲线从Ｐ５０飙升到Ｐ８５，说明体质量增长过快，
同样需要寻找原因，减少过度喂养等不良喂养行为。
６．３　特殊情况婴幼儿的生长评估

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婴幼儿，如早产／低出生体质
量儿、患有先天性遗传性疾病，以及各种严重急慢性
疾病的患儿，其生长曲线均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应由
专科医师予以评估和解释。对于这部分婴幼儿也应
加强定期的生长监测。
６．４　婴幼儿需要运动吗

自新生儿起，不同个体的活动水平就有明显差
异。婴幼儿期不同的活动水平也意味着其能量的摄
入和消耗会有所不同。提高婴幼儿的活动水平可能
也是减少婴幼儿超重以及将来肥胖的有效措施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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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中耳炎诊疗—临床实践指南（２０１５年）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

　　１　前言
急性中耳炎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发病

率在儿童中为４％左右，该病发生的高峰期年龄段
为１～２岁，冬春季节是发病的高发期，而且与上呼
吸道感染有着密切关系，据统计在上呼吸道感染患
儿中急性中耳炎的发生率为１０％左右［１－２］。

儿童患有急性中耳炎如不进行规范化处理，可
导致患儿听力下降，严重者可引起颅内外并发症，包
括耳后和耳下脓肿，以及脑膜炎、硬膜外脓肿、硬膜
下脓肿、脑脓肿等颅内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近１０年来，国外相继制定了儿童中耳炎诊疗指
南，包括美国儿科协会（ＡＡＰ）、美国家庭医师协会、
以及韩国和日本儿科协会等［３－７］，但尚缺乏系统的、
结合中国国情的儿童急性中耳炎诊治临床实践指
南。２０１４年末，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
鼻咽喉专业委员会提出了制定《儿童急性中耳炎诊
疗－－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设想，由
两位儿童耳鼻咽喉科专家起草初稿，并于２０１５年初
在昆明由６位儿童耳鼻咽喉科资深专家对《指南》初
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同年７月，由儿童耳鼻咽喉科与
呼吸科共计１６位专家在成都进行了第２稿的讨论，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基础上又
进一步修改；经过充分的讨论、修改，《指南》于
２０１５—１２—１２在珠海定稿，在定稿会上共有１９位
儿童耳鼻咽喉科与呼吸科资深专家参加讨论，并达
成了一致共识。这是继２０１４年制定《儿童急性感染
性鼻－鼻窦炎诊疗—临床实践指南》在《中国实用儿
科杂志》刊出后又一新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疾病之
一—儿童急性中耳炎的诊疗指南制定［８］。

本指南参考国内和国外的相关文献，以及国内
资深专家临床实践经验，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撰写，
主要针对从事儿童耳鼻咽喉科及儿科医师而制定。
本指南适用于６个月至１４岁的患儿［３］。《指南》在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刊出，希望能对儿科跨学科疾
病的临床实践有指导意义。
２　定义
儿童急性中耳炎是指细菌和（或）病毒等病原体

经咽鼓管直接进入鼓室引起中耳腔黏膜感染，通常
继发于普通感冒，在４８ｈ内发病，病程不超过１２
周［９］。
３　急性中耳炎的病原学与分型
３．１　病原学急性中耳炎的病原体主要有细菌

和病毒，但有一部分患儿由肺炎支原体等病原体感
染［１０］。最常见的致病菌主要为肺炎球菌（约占
７０％），其次为未分型流感嗜血杆菌（约占２０％）、卡
他莫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１１］。
３．２　分型
３．２．１　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　指在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之后，使得咽鼓管咽口及软骨段黏膜炎性
充血、肿胀而发生阻塞，同时可能伴有细菌或病毒经
咽鼓管直接进入中耳腔，从而造成中耳黏膜包括鼓
膜炎性反应，早期呈急性炎症表现，其后期中耳腔有
炎性浆液性或黏液性渗出变化。
３．２．２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指其病理变化是

由前期中耳负压形成中耳大量渗出液，成为细菌的
培养基，使得化脓性细菌继续经咽鼓管侵入，导致大
量繁殖，使得毒素吸收，引起全身发热症状；其病理
表现为中耳黏膜充血、肿胀、脓性分泌增多、鼓膜充
血外凸，甚至穿孔流脓。如感染累及乳突腔化脓，未
及时引流，可发生颅内和颅外并发症。
４　诊断
４．１　症状
４．１．１　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　主要表现为局

部症状，即耳痛呈持续性；婴幼儿的耳痛特点可表现
为易烦躁，有时表现为捂耳朵和拽耳朵［１１］，甚至影
响睡眠，仅早期伴上呼吸道感染者可有发热。
４．１．２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除主诉为局部持

续性较重耳痛症状及婴幼儿耳痛特点之外，还可伴
有高热、哭闹、恶心、呕吐等全身症状，其症状直到耳
流脓后缓解。部分患儿早期听力下降。
４．２　体征
４．２．１　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　早期呈鼓膜轻

度充血、凹陷，光锥变形的体征表现［８］。鼓室积液表
现为鼓膜失去光泽，呈淡黄或琥珀色，有时可见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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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平线［９］。
４．２．２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鼓膜充血区扩大、外

凸，鼓膜标志消失、紧张部破溃，形成穿孔，有脓溢
出，甚至有时耳后红肿。
４．３　检查
４．３．１　耳窥镜检查　见鼓膜炎性充血、用鼓气

的耳窥镜检查观察中耳积液状况，鼓膜穿孔后见脓
性分泌物。
４．３．２　听力学检测　根据患儿的主诉和自身

状况，选择性地做如下听力学检测：（１）声导抗检查：
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早期无积液，鼓室压图呈Ｃ型
负压曲线，积液时呈平台无峰Ｂ型负压曲线，化脓
性中耳炎鼓膜穿孔时不能引出鼓室压图（＞６个月
患儿采用２２６Ｈｚ纯音刺激声）。（２）耳声发射查：耳
声发射通过提示无明显中耳积液，耳声发射未通过
疑有中耳积液。（３）纯音测听检查：主要针对于一些
有主诉听力下降患儿，其年龄通常≥５周岁，并能配
合完成此主观检测，检查结果表现为传导性听力障
碍即平均言语频率（５００～２０００Ｈｚ）气－骨导听阈之
差≥２０ｄＢＨＬ。（４）听性脑干反应（ＡＢＲ）和多频稳
态反应（ＡＳＳＲ）检查：对于一些不配合做行为测听
检查的婴幼儿，可行客观ＡＢＲ和ＡＳＳＲ的气－骨
导反应阈检测，来明确传导性听力障碍情况。
４．３．３　ＣＴ检查　不建议常规行颞骨ＣＴ扫

描，但疑有颅内和颅外并发症者需做颞骨ＣＴ检查。
４．３．４　病原体检测　对于急性非化脓性中耳

炎的中耳积液细菌培养阳性率不高，不作为常规检
测手段，但对于化脓性中耳炎的脓性分泌物检测是
必要的，可明确病原菌。
４．３．５　血常规检查　细菌性感染者常伴有白

细胞总数升高，特别是中性粒细胞占优势，Ｃ反应蛋
白＞１０ｍｇ／Ｌ，血沉加快。
５　治疗
儿童急性中耳炎的病因治疗主要是抗菌药物的

应用，结合其他对症治疗等，以综合性治疗为原则，
并根据其临床治疗需要性依次如下。
５．１　抗菌药物
５．１．１　抗菌药物应用适应证　儿童急性中耳

炎疑为细菌感染引起的非化脓性和化脓性中耳炎
症，特别是对于重症（耳流脓或伴高热≥３９℃），以及
年幼患儿，应及时积极采用抗菌药物治疗。具体应
用抗菌药物治疗情况如下：（１）６个月至２岁年幼儿
童：①对于急性中耳炎伴耳漏或伴高热≥３９℃者，或

双侧急性中耳炎不伴耳漏者，应及时予以抗菌药物
治疗；②对于单侧急性中耳炎不伴耳漏者或密切随
访４８～７２ｈ症状无改善者，应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２）＞２岁儿童：①对于急性中耳炎伴耳漏或伴高热
≥３９℃者，应及时予以抗菌药物治疗；②对于双侧和
（或）单侧急性中耳炎不伴耳漏者或随访４８～７２ｈ
症状无改善者，应予以抗菌药物治疗［１２－１８］。
５．１．２　抗菌药物的选择　儿童急性中耳炎常

见的３种致病菌包括肺炎链球菌、未分型流感嗜血
杆菌和卡他莫拉杆菌。根据国内外指南、文献报道
及临床实践经验，推荐选用口服阿莫西林，其常用剂
量４０～４５ｍｇ／（ｋｇ·ｄ）增加到８０～９０ｍｇ／（ｋｇ·ｄ）
能有效对抗青霉素中度敏感菌株，疗程７～１０ｄ［１３］。
或选择大环内酯类的口服阿奇霉素等，阿奇霉素每
次剂量１０ｍｇ／ｋｇ，每日１次，疗程为３～５ｄ，疗程总
剂量不超过１５００ｍｇ；阿奇霉素的优势是中耳－乳
突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高、特别是对未分型流感嗜血
杆菌等胞内菌作用显著，疗程短、作用时间较长、依
从性好，其也适用于青霉素类药物过敏者［１４－１５］。以
上药物治疗无效，可选用第２或第３代头孢菌素，如
肌注头孢曲松和口服头孢地尼等。
５．１．３　抗菌药物治疗的疗程　（１）对于＜２岁

和临床症状严重的患儿，口服抗菌药物标准疗程为
１０ｄ。（２）对于有轻度或中度临床症状的２～６岁患
儿口服抗菌药物标准疗程为７ｄ。（３）对于有轻度或
中度临床症状的＞６岁患儿，口服抗菌药物标准疗
程为５～７ｄ［３］。
５．２　局部治疗
５．２．１　１％酚甘油滴耳剂主要针对急性非化脓

性中耳炎的早期耳痛症状。
５．２．２　３％双氧水清洗加局部采用非耳毒性抗

菌药物滴耳剂主要针对化脓性中耳炎的耳流脓。
５．２．３　鼻腔局部用药减充血剂（使用不能超过

７ｄ），以及抗组胺药或鼻用激素，可缓解咽鼓管咽口
炎性黏膜的肿胀，降低中耳腔负压，减少渗出，缓减
疼痛。
５．３　手术治疗
５．３．１　鼓膜切开引流术主要针对急性化脓性

中耳炎引起的并发症如耳后脓肿、急性化脓性乳突
炎等。
５．３．２　鼓膜切开中耳置管术是治疗复发性急

性非化脓性中耳炎积液的有效手段，其指征为（半年
内发作３次，１年内发作４次）［１９－２０］。

·０２· 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６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２



６　疗效评估
药物保守治疗是否有效，需要进行系统地评估，

提出进一步处理方案，但儿童具有其自身年龄的特
点，自我主观描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要根据患儿
和（或）监护人的主诉，结合耳窥镜检查所见进行综
合评估，其疗效评估参照国外文献［５，２１］及主要国内
资深专家临床实践经验，进行制定和选择；表１为急
性中耳炎（疗效）量化评分表、共包括５项，满分
１５分为最严重，根据耳镜检查情况和患儿临床表现
进行评分，将其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根据总得分，
轻度≤５分，中度６～１１分，重度≥１２分。表２为疗效
等级评定，分为治愈、好转、无效和加重。疗效评估时
间第一次是４８～７２ｈ，之后１周评估，随后每２～４周评
估，评估不少于３个月。如果评估疗效不佳，还可调整
治疗方案或进行第２个疗程治疗。

表１　急性中耳炎（疗效）量化评分表
耳痛 听力下降 发热 鼓膜充血鼓膜穿孔

０分 无 无 无 无 无
１分 偶尔 ＞２５～３５ｄＢ ＜３８．５ 中央紧张部＜２ｍｍ
２分 持续 ＞３５～４５ｄＢ３８．５～３９．５ 全鼓膜 ２～４ｍｍ
３分不能耐受＞４５～６０ｄＢ ＞３９．５ 累及外耳道＞４ｍｍ

表２　疗效等级评定
治愈 所有症状消失或治疗前后总评分降低＞８０％
好转 症状部分消失或治疗前后总评分降低３０％～８０％
无效 症状无改善或治疗前后总评分仅降低＜３０％
加重 症状加重或治疗前后总评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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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２０１６）
中国新生儿复苏项目专家组

　　第一部分　指南目标和原则
一、确保每次分娩时至少有１名熟练掌握新生

儿复苏技术的医护人员在场。
二、加强产儿科合作，儿科医师参加高危产妇分

娩前讨论，在产床前等待分娩及实施复苏，负责复苏
后新生儿的监护和查房等。产儿科医师共同保护胎
儿完成向新生儿的平稳过渡。

三、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及参与下将新生儿复
苏技能培训制度化，以进行不断的培训、复训、定期
考核，并配备复苏器械；各级医院须建立由行政管理
人员、产科、儿科医师、助产士（师）及麻醉师组成的
院内新生儿复苏领导小组。

四、在ＡＢＣＤ复苏原则下，新生儿复苏可分为４
个步骤：①快速评估（或有无活力评估）和初步复苏。
②正压通气和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③气管插管正
压通气和胸外按压。④药物和／或扩容。

五、参考２０１５年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推出的复
苏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和新生儿复苏培训进展及现
状，中国新生儿复苏项目专家组制定本指南。

第二部分　新生儿复苏指南
一、复苏准备
１．人员：每次分娩时至少有１名熟练掌握新生

儿复苏技术的医护人员在场，其职责是照料新生儿。
高危孕妇分娩时需要组成有儿科医师参加的复苏团
队。多胎妊娠孕妇分娩时，每名新生儿都应有专人
负责。
２．物品：新生儿复苏设备和药品齐全，单独存

放，功能良好。
二、复苏基本程序
此评估－决策－措施的程序在整个复苏中不断

重复（图１）。评估主要基于以下３个体征：呼吸、心
率、脉搏血氧饱和度。通过评估这３个体征中的每
一项来确定每一步骤是否有效。其中，心率对于决
定进入下一步骤是最重要的。

三、复苏步骤（图２）
（一）快速评估
生后立即快速评估４项指标：①足月吗？②羊

图１　新生儿复苏的基本程序

水清吗？③有哭声或呼吸吗？④肌张力好吗？
如４项均为“是”，应快速彻底擦干，和母亲皮肤

接触，进行常规护理。
如４项中有１项为“否”，则需复苏，进行初步复

苏。
如羊水有胎粪污染，进行有无活力的评估及决

定是否气管插管吸引胎粪。
（二）初步复苏
１．保暖：产房温度设置为２５～２８℃。提前预

热辐射保暖台，足月儿辐射保暖台温度设置为３２～
３４℃，或腹部体表温度３６．５℃；早产儿根据其中性
温度设置。用预热毛巾包裹新生儿放在辐射保暖台
上，注意头部擦干和保暖。有条件的医疗单位复苏
胎龄＜３２周的早产儿时，可将其头部以下躯体和四
肢放在清洁的塑料袋内，或盖以塑料薄膜置于辐射
保暖台上，摆好体位后继续初步复苏的其他步骤。
避免高温，防止引发呼吸抑制。
２．体位：置新生儿头轻度仰伸位（鼻吸气位）。
３．吸引：必要时（分泌物量多或有气道梗阻）用

吸球或吸管（１２Ｆ或１４Ｆ）先口咽后鼻清理分泌物。
过度用力吸引可导致喉痉挛，并刺激迷走神经，引起
心动过缓和自主呼吸延迟出现。应限制吸管的深度
和吸引时间（＜１０ｓ），吸引器负压不超过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４．羊水胎粪污染时的处理：２０１５年美国新生儿

复苏指南不再推荐羊水胎粪污染时常规气管内吸引
胎粪（无论有无活力）。根据我国国情和实践经验，
本指南做如下推荐：当羊水胎粪污染时，仍首先评估
新生儿有无活力：新生儿有活力时，继续初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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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生儿复苏流程图

新生儿无活力时，应在２０ｓ内完成气管插管及用胎
粪吸引管吸引胎粪（图３）。如果不具备气管插管条
件，而新生儿无活力时，应快速清理口鼻后立即开始
正压通气。
　　５．擦干和刺激：快速彻底擦干头部、躯干和四
肢，拿掉湿毛巾。彻底擦干即是对新生儿的刺激以

诱发自主呼吸。如仍无呼吸，用手轻拍或手指弹患
儿足底或摩擦背部２次以诱发自主呼吸。如这些努
力无效表明新生儿处于继发性呼吸暂停，需要正压
通气。

（三）正压通气
新生儿复苏成功的关键是建立充分的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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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羊水胎粪污染新生儿复苏流程图

１．指征：①呼吸暂停或喘息样呼吸。②心率＜
１００次／ｍｉｎ。

对有以上指征者，要求在“黄金一分钟”内实施
有效的正压通气。

如果新生儿有呼吸，心率＞１００次／ｍｉｎ，但有呼
吸困难或持续紫绀，应清理气道，监测脉搏血氧饱和
度，可常压给氧或给予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特别是早
产儿。
２．气囊面罩正压通气：
（１）压力：通气压力需要２０～２５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

＝０．０９８ｋＰａ），少数病情严重的初生儿可用２～３次
３０～４０ｃｍＨ２Ｏ压力通气。国内使用的新生儿复苏
囊为自动充气式气囊（２５０ｍｌ），使用前要检查减压
阀。有条件最好配备压力表。

（２）频率：４０～６０次／ｍｉｎ。
（３）用氧：推荐县及县以上医疗单位创造条件在

产房添置空氧混合仪、空气压缩器及脉搏血氧饱和
度仪。无论足月儿或早产儿，正压通气均要在脉搏
血氧饱和度仪的监测指导下进行。足月儿开始用空
气进行复苏，早产儿开始给２１％～４０％浓度的氧，
用空氧混合仪根据血氧饱和度调整给氧浓度，使氧
饱和度达到目标值（图２）。胸外按压时给氧浓度要
提高到１００％。

无法配备脉搏血氧饱和度仪或空氧混合仪或二
者皆无的医疗单位，可利用自动充气式气囊复苏，有
４种氧浓度可用：自动充气式气囊不连接氧源，氧浓
度２１％（空气）；连接氧源，不加储氧器，可得到约
４０％浓度的氧；连接氧源，加储氧器得１００％（袋
状）、９０％（管状）浓度的氧。

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的传感器应放在新生儿动脉
导管前位置（即右上肢，通常是手腕或手掌的中间表
面）。在传感器与仪器连接前，先将传感器与婴儿连

接有助于最迅速地获得信号。
（４）评估心率：可触摸新生儿的脐带搏动或用听

诊器听诊新生儿心跳，计数６ｓ，乘１０即得出每分钟
心率的快速估计值。近年来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用于
新生儿复苏，可以测量心率和血氧饱和度。为了更
准确地评估心率，２０１５年美国新生儿复苏指南推荐
应用３导心电图测量心率，考虑到我国国情，本指南
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试用，并总结经验。

（５）判断有效通气：开始正压通气时即刻连接脉
搏血氧饱和度仪，并观察胸廓是否起伏。有效的正
压通气表现为胸廓起伏良好，心率迅速增快。

（６）矫正通气步骤：如达不到有效通气，需矫正
通气步骤，包括：检查面罩和面部之间是否密闭，再
次通畅气道（可调整头位为鼻吸气位，清除分泌物，
使新生儿的口张开）及增加气道压力。矫正通气后
如心率＜１００次／ｍｉｎ，可进行气管插管或使用喉罩
气道。

（７）评估及处理：经３０ｓ有效正压通气后，如有
自主呼吸且心率≥１００次／ｍｉｎ，可逐步减少并停止
正压通气，根据脉搏血氧饱和度值决定是否常压给
氧；如心率＜６０次／ｍｉｎ，应气管插管正压通气并开
始胸外按压。

（８）其他：持续气囊面罩正压通气（＞２ｍｉｎ）可
产生胃充盈，应常规经口插入８Ｆ胃管，用注射器抽
气并保持胃管远端处于开放状态。
３．Ｔ组合复苏器（ＴＰｉｅｃｅ复苏器）：Ｔ组合复

苏器是一种由气流控制、有压力限制的机械装置，能
提供恒定的吸气峰压及呼气末正压。本指南推荐县
及县以上医疗单位尤其是三级医院使用，对早产儿
的复苏更能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１）指征：用于足月儿和早产儿正压通气。
（２）用法：需接上压缩气源，气体由Ｔ－组合复

苏器的新生儿气体出口经一个管道输送到新生儿
端，与面罩或气管导管相连。预先设定吸气峰压２０
～２５ｃｍＨ２Ｏ、呼气末正压５ｃｍＨ２Ｏ、最大气道压
（安全压）４０ｃｍＨ２Ｏ。操作者用拇指或食指关闭或
打开Ｔ形管的开口，控制呼吸频率及吸气时间，使
气体直接进入新生儿气道。由于提供恒定一致的呼
气末正压及吸气峰压，维持功能残气量，更适合早产
儿复苏时正压通气的需要。本装置操作容易，使用
灵活，压力输出稳定，操作者不易疲劳。

（四）喉镜下经口气管插管
１．指征：①需要气管内吸引清除胎粪时。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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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面罩正压通气无效或要延长时。③胸外按压时。
④经气管注入药物时。⑤需气管内给予肺表面活性
物质。⑥特殊复苏情况，如先天性膈疝或超低出生
体重儿。
２．准备：进行气管插管必需的器械和用品应放

置在一起，在每个产房、手术室、新生儿室和急救室
应随时备用。常用的气管导管为上下直径一致的直
管，不透射线和有刻度标示。如使用金属导丝，导丝
前端不可超过管端。表１和表２所示为气管导管型
号和插入深度的选择方法。
表１　不同气管导管内径适用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和胎龄
导管内径（ｍｍ） 新生儿出生体重（ｇ） 胎龄（周）

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８
３．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８～≤３４
３．５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３４～≤３８

３．５～４．０ ＞３０００ ＞３８

表２　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气管导管插入深度
出生体重（ｇ） 插入深度（ｃｍ）ｂ
１０００ａ ６～７
２０００ ７～８
３０００ ８～９
４０００ ９～１０

　　注：ａ＜７５０ｇ，仅需插入６ｃｍ；ｂ为上唇气管导管端的距离

３．方法：关键在于暴露声门，并要强调小指的３
个用处。

（１）插入喉镜：左手持喉镜，使用带直镜片（早产
儿用０号，足月儿用１号）的喉镜进行经口气管插
管。将喉镜柄夹在拇指与前３个手指间，镜片朝前。
小指靠在新生儿颏部（小手指的第１个用处）提供稳
定性。喉镜镜片应沿着舌面右侧滑入，将舌推至口
腔左侧，推进镜片直至其顶端达会厌软骨谷。

（２）暴露声门：采用一抬一压手法。轻轻抬起镜
片，上抬时需将整个镜片平行于镜柄方向移动，使会
厌软骨抬起即可暴露声门和声带。如未完全暴露，
操作者用自己的小指（小手指的第２个用处）或由助
手用食指向下稍用力压环状软骨使气管下移有助于
暴露声门。在暴露声门时不可上撬镜片顶端来抬起
镜片。

（３）插管：插入有金属管芯的气管导管，将管端
置于声门与气管隆凸之间，接近气管中点。

（４）操作时限及技巧：整个操作要求在２０～３０ｓ
内完成。如插入导管时声带关闭，可采用Ｈｅｍｌｉｓｈ
手法，即助手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在胸外按压的部位

向脊柱方向快速按压１次促使呼气产生，声门就会
张开。
４．胎粪吸引管的使用：施行气管内吸引胎粪

时，将胎粪吸引管直接连接气管导管，以清除气管内
残留的胎粪。吸引时复苏者用右手食指将气管导管
固定在新生儿的上腭，左手食指按压胎粪吸引管的
手控口使其产生负压，边退气管导管边吸引，３～５ｓ
将气管导管撤出气管外并随手快速吸引一次口腔内
分泌物。
５．判断气管导管位置的方法：正压通气时导管

管端应在气管中点，判断方法如下：①声带线法：导
管声带线与声带水平吻合。②胸骨上切迹摸管法：
操作者或助手的小指尖垂直置于胸骨上切迹上（小
手指的第３个用处），当导管在气管内前进时小指尖
触摸到管端，则表示管端已达气管中点。③体重法：
参照表２。
６．确定插管成功的方法：①胸廓起伏对称。

②听诊双肺呼吸音一致，尤其是腋下，且胃部无呼吸
音。③无胃部扩张。④呼气时导管内有雾气。⑤心
率、血氧饱和度和新生儿反应好转。⑥有条件可使
用呼出气ＣＯ２检测器，可快速确定气管导管位置是
否正确。

（五）喉罩气道
喉罩气道是一个用于正压通气的气道装置。
１．适应证：①新生儿复苏时如气囊－面罩通气

无效，气管插管失败或不可行时。②小下颌或相对
大的舌，如Ｐｉｅｒｒｅ－Ｒｏｂｉｎ综合征和唐氏综合征。
③多用于出生体重≥２０００ｇ的新生儿。
２．方法：喉罩气道由一个可扩张的软椭圆型边

圈（喉罩）与弯曲的气道导管连接而成。弯曲的喉罩
越过舌产生比面罩更有效的双肺通气。采用“盲插”
法，用食指将喉罩罩体开口向前插入新生儿口腔，并
沿硬腭滑入至不能推进为止，使喉罩气囊环安放在
声门上方。向喉罩边圈注入约２～３ｍｌ空气，使扩
张的喉罩覆盖喉口（声门）。喉罩气道导管有一个１５
ｍｍ接管口可连接复苏囊或呼吸器进行正压通气。

（六）胸外按压
１．指征：有效正压通气３０ｓ后心率＜６０次／

ｍｉｎ。在正压通气同时须进行胸外按压。
２．要求：此时应气管插管正压通气配合胸外按

压，以使通气更有效。胸外按压时给氧浓度增加至
１００％。

３．方法：胸外按压的位置为胸骨下１／３（两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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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中点下方），避开剑突。按压深度约为胸廓前后
径的１／３，产生可触及脉搏的效果。按压和放松的
比例为按压时间稍短于放松时间，放松时拇指或其
他手指应不离开胸壁。按压的方法有拇指法和双指
法：①拇指法：双手拇指的指端按压胸骨，根据新生
儿体型不同，双拇指重叠或并列，双手环抱胸廓支撑
背部。②双指法：右手食指和中指２个指尖放在胸
骨上进行按压，左手支撑背部。

因为拇指法能产生更高的血压和冠状动脉灌注
压，操作者不易疲劳，加之采用气管插管正压通气
后，拇指法可以在新生儿头侧进行，不影响脐静脉插
管，是胸外按压的首选方法。
４．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配合：胸外按压时应

气管插管进行正压通气。由于通气障碍是新生儿窒
息的首要原因，因此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应
为３∶１，即９０次／ｍｉｎ按压和３０次／ｍｉｎ呼吸，达到
每分钟约１２０个动作。每个动作约１／２ｓ，２ｓ内３次
胸外按压加１次正压通气。４５～６０ｓ重新评估心率，
如心率仍＜６０次／ｍｉｎ，除继续胸外按压外，考虑使用
肾上腺素。

（七）药物
新生儿复苏时，很少需要用药。新生儿心动过

缓通常是由于肺部通气不足或严重缺氧，纠正心动
过缓的最重要步骤是充分的正压通气。
１．肾上腺素：①指征：４５～６０ｓ的正压通气和

胸外按压后，心率持续＜６０次／ｍｉｎ。②剂量：新生
儿复苏应使用１∶１００００的肾上腺素。静脉用量
０．１～０．３ｍｌ／ｋｇ；气管内用量０．５～１ｍｌ／ｋｇ。必要
时３～５ｍｉｎ重复１次。③给药途径：首选脐静脉给
药。如脐静脉插管操作尚未完成或没有条件做脐静

脉插管时，可气管内快速注入，若需重复给药，则应
选择静脉途径。
２．扩容剂：①指征：有低血容量、怀疑失血或休

克的新生儿在对其他复苏措施无反应时。②扩容
剂：推荐生理盐水。③方法：首次剂量为１０ｍｌ／ｋｇ，
经脐静脉或外周静脉５～１０ｍｉｎ缓慢推入。必要时
可重复扩容１次。
３．其他药物：分娩现场新生儿复苏时一般不推

荐使用碳酸氢钠。
４．脐静脉插管：脐静脉是静脉注射的最佳途

径，用于注射肾上腺素以及扩容剂。可插入３．５Ｆ
或５Ｆ的不透射线的脐静脉导管。当新生儿复苏进
行胸外按压时即可考虑开始脐静脉插管，为给药做
准备。

插管方法如下：沿脐根部用线打一个松的结，如
在切断脐带后出血过多，可将此结拉紧。在夹钳下
离皮肤线约２ｃｍ处用手术刀切断脐带，可在１１、１２
点位置看到大而壁薄的脐静脉。脐静脉导管连接三
通和５ｍｌ注射器，充以生理盐水，导管插入脐静脉２
～４ｃｍ，抽吸有回血即可。早产儿插入导管稍浅。
插入过深，则高渗透性药物和影响血管的药物可能
直接损伤肝脏。务必避免将空气推入脐静脉。

第三部分　正压通气不能使肺部充分通气的特
殊复苏情况

如按复苏流程规范复苏，新生儿心率、氧饱和度
和肌张力状况应有改善。如无良好的胸廓运动，未
听及呼吸音，持续紫绀，可能有表３所列的特殊情
况。新生儿持续紫绀或心动过缓，可能为先天性心
脏病，此类患儿很少在生后立即发病。所有无法成
功复苏的原因几乎都是通气问题。

表３　新生儿复苏的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病史／临床表现 干预措施

气道机械性阻塞
　胎粪或粘液性阻塞 胎粪污染羊水／胸部运动不良 气管导管吸引胎粪／正压通气
　后鼻孔闭锁 哭时红润，安静时紫绀 口咽气道或气管导管插入口咽部
　咽部气道畸形（如ＰｉｅｒｒｅＲｏｂｉｎ综合征） 舌后坠进入咽喉上方将其堵塞，空气进入困难 俯卧体位后鼻咽插管或喉罩气道
肺功能损害
　气胸 呼吸困难，双侧呼吸音不对称；或持续紫绀 胸腔穿刺术
　胸腔积液 呼吸音减低 立即气管插管，正压通气

持续紫绀 胸腔穿刺术，引流粘液
先天性隔疝 双肺呼吸音不对称 气管插管，正压通气

持续紫绀，舟状腹 插入气管
心脏功能损害
　先天性心脏病 持续紫绀／心动过慢 诊断治疗
　胎儿失血 苍白；对复苏反应不良 扩容，可能包括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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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复苏后监护
复苏后的新生儿可能有多器官损害的危险，应

继续监护，包括：①体温管理；②生命体征监测；③早
期发现并发症。

继续监测维持内环境稳定，包括血氧饱和度、心
率、血压、红细胞压积、血糖、血气分析及血电解质等。

需要复苏的新生儿断脐后立即进行脐动脉血气
分析，生后脐动脉血ｐＨ＜７结合Ａｐｇａｒ评分有助于
窒息的诊断和预后的判断。及时对脑、心、肺、肾及
胃肠等器官功能进行监测，早期发现异常并适当干
预，以减少死亡和伤残。

一旦完成复苏，为避免血糖异常，应定期监测血
糖，低血糖者静脉给予葡萄糖。如合并中、重度缺氧
缺血性脑病，有条件的医疗单位可给予亚低温治疗。

第五部分早产儿复苏需关注的问题
１．体温管理：置于合适中性温度的暖箱。对胎

龄＜３２周早产儿复苏时可采用塑料袋保温（见初步
复苏部分）。
２．正压通气时控制压力：早产儿由于肺发育不

成熟，通气阻力大，不稳定的间歇正压给氧易使其受
伤害。正压通气需要恒定的吸气峰压及呼气末正
压，推荐使用Ｔ组合复苏器进行正压通气。
３．避免肺泡萎陷：胎龄＜３０周、有自主呼吸，或

呼吸困难的早产儿，产房内尽早使用持续气道正压
通气。根据病情选择性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
４．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由于早产儿生发层基

质的存在，易造成室管膜下－脑室内出血。心肺复
苏时要特别注意保温、避免使用高渗药物、注意操作
轻柔、维持颅压稳定。
５．缺氧后器官功能监测：围产期窒息的早产儿

因缺氧缺血易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应密切观察，
延迟或微量喂养。注意尿量、心率和心律。
６．减少氧损伤：早产儿对高动脉氧分压非常敏

感，易发生氧损害。需要规范用氧，复苏开始时给氧
浓度应低于６５％，并进行脉搏血氧饱和度或血气的
动态监测，使血氧饱和度维持在目标值，复苏后应
使血氧饱和度维持在０．９０～０．９５。定期眼底检查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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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江苏明确“十三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目标
　　近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下发《江苏省“十三五”
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明确“十
三五”期间妇女儿童健康发展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
保障措施。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健
全率提高到９５％以上，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管理率稳
定在９５％以上，住院分娩率稳定在９９％以上，孕产
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控制在
６／１０万５‰、５‰以下，全面完成妇幼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任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

为实现以上目标，规划提出了九项具体措施：一
是加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规划建设，确保省、市两级
三级妇幼保健院全覆盖，６０％以上的县（市、区）建成
二级妇幼保健院。二是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妇产科和
儿科建设，到２０２０年９０％以上的三级医疗机构开
设妇产科，６０％以上的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设置
妇产科、儿科住院床位。三是以资源整合为契机，推
进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女保健门诊、儿童保健
门诊和计划生育门诊的规范化建设，提高基层服务
能力。四是加强妇幼健康相关学科和人才队伍建

设，实现省级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重点人才市级妇
幼保健院全覆盖，县级妇幼保健院覆盖５０％以上。
五是加强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临床救治能力建
设，建成３～７个省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临床
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临床
救治中心建成率１００％和９０％以上。六是建立健全
妇幼健康服务质量评价和考核制度，强化对助产技
术、计划生育技术、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质量控制，改善
妇幼健康服务质量。七是规范实施妇幼基本和重大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绩效考核，促进妇幼健康服
务均等化。八是针对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突出问
题，做好健康教育、咨询指导、定期筛查、干预治疗等
工作，切实加强妇女儿童疾病预防控制。九是落实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完善出生缺陷初筛、转诊、
诊断、康复和随访衔接机制，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规划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规划指标的监测评价
制度，对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定期进行督导评估，确
保指标任务完成和规划目标实现。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江苏省加强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日前下发《关于加强孕产妇
新生儿危急重症服务管理和临床救治工作的意见》，
要求各地完善母婴安全管理机制，以孕产妇和新生
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为重点，加强孕产妇和新
生儿危急重症临床救治体系和转诊网络建设，切实
提高服务能力和救治水平，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
实施。

《意见》要求各地做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广泛
开展健康教育，设立再生育服务咨询室，加强流动妇
女儿童健康管理，提高目标人群健康素养，强化对孕
产妇和新生儿高危因素筛查和风险评估，及时识别
高危孕妇和新生儿。二是以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

症救治中心为核心，建立健全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助产技术服务机构在内的救治服务体系，确保年
底前，省和８０％以上的市建成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
重症救治中心，５０％以上的县启动孕产妇和新生儿
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三是建立健全危重孕产
妇、新生儿管理制度，全面加强产科、儿科质量安全
管理，制订完善风险防控和应急预案，强化对产科、
儿科急救设备配备，切实提高救治服务能力。四是
加强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与院前急
救、血液供应部门的协同和联动，明确职责分工，完
善急救、转诊和会诊网络，密切机构内相关科室协
作，确保母婴安全绿色通道畅通。五是依托区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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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平台和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实现孕产妇和新
生儿危急重症患者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转运
效率和救治成功率。

为指导各地工作，省卫生计生委成立了由妇产
科、儿科、内科、外科、急诊、麻醉、重症医学等专业专
家组成的省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专家

组，印发了《江苏省省／市级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
救治中心评审标准（试行）》，并建立孕产妇新生儿危
急重症救治情况报告制度，动态掌握各地孕产妇新
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和救治情况。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李少冬副主任出席连云港市连云区全国首批
母子健康手册试点启动仪式
　　５月６日上午，连云港市连云区举行全国首批
母子健康手册试点启动仪式，李少冬副主任出席启
动仪式并讲话。

李少冬副主任指出，国家开展《母子健康手册》
试点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全面提
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连云区作为全国１５个试点
县（区、市）之一和我省唯一的试点地区，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一要高度重视，切实增强责任感。《母子
健康手册》作为提供妇幼健康服务的重要载体，有利
于为妇女儿童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体
现了政府对民生的高度关注。连云区要将试点工作
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
组织领导，明确各单位的责任分工，加强专家队伍建
设和管理模式研究，确保试点顺利推进。二要狠抓
落实，全力以赴推进试点。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提高目标人群依从性。各医疗卫生机构要以改革为
抓手，合理整合服务资源，科学优化服务流程，规范
服务行为，进一步提高妇幼健康服务的质量、安全和
效率。三要加强督导，确保试点任务落实。省、市、
区三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指导责
任，在试点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督促检查，全面客观
总结试点经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调，探
索解决之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母子健康手册》
管理模式，为全国树立一面旗帜。

连云港市副市长董春科、卫生计生委主任周伟
以及连云区区委书记陈书军等出席，连云港市直各
医疗保健机构和相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同志
１１０余人参加了试点启动仪式。李少冬副主任一行
还调研了连云港市、县两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
发展情况。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国家妇幼保健中心对江苏省淮河流域出生及
出生缺陷监测项目进行督导与质控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信息部潘晓平研究员、叶健莉
副研究员、魏桐助理研究员以及广西省妇幼保健院
保健部主任韦萍等４位专家，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群体保健科主任宁魏青的陪同下，对淮安市盱眙县
和金湖县、盐城市射阳县进行了“淮河流域出生及出

生缺陷监测项目”工作的督导与质控。专家组通过
听取县妇幼保健所的汇报，查阅相关原始台帐及漏
报线索调查工作资料，并在每个项目县实地考察了
２个县级医疗机构，１个乡镇卫生院和１个村卫生
室，与相关监测和管理人员进行了交流。

专家组对我省三个项目县在项目工作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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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我省的项目工作在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妇幼保健机构领导的重视下，组
织管理到位，三级网络健全，监测工作管理规范，出
生和出生缺陷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高等。在督导过程中，专家组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
进和完善的地方，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
我省更好地完成下一阶段的项目工作。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群保科）

２０１６年妇幼卫生年报及省级监测质控工作圆满完成
　　为了进一步提高江苏省妇幼卫生年报及监测工
作的质量，确保上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江苏省
妇幼保健院受省卫计委妇幼处的委托，组织了妇保
科、儿保科的专家，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３日
分别对徐州市、镇江市和南京市的省级监测点开展
了妇幼卫生年报及省级“三网”监测的质量控制与现
场督导工作。

质控小组利用一周的时间，分别走访了徐州市
睢宁县妇幼保健所、睢宁县人民医院、睢宁县魏集乡
卫生院、凌城乡卫生院及随机抽取的两个村卫生室；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扬中市妇幼保健所、扬中市人
民医院、扬中市三茅卫生院、新坝卫生院及随机抽取
的两个村卫生室；南京市江宁区妇幼保健所、江宁区
人民医院、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百家湖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随机抽取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采用
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人员访谈等方法，对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之间的妇幼卫生年报、孕产妇
死亡监测、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出生缺陷监测相
关工作的数据、表、卡、册及相关线索进行了质量控
制及现场督导。

质控小组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发现了所抽取
地区妇幼卫生年报及省级“三网”监测工作中存在的
特点及突出的问题，并以省辖市为单位，组织各辖市
进行了集中反馈，并提交了质控督导单，为进一步提
高各省辖市妇幼卫生年报及省级“三网”监测工作提
供了积极和有意义的帮助，同时获得了各地的好评。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群保科）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荣获２０１６年中国癌症
基金会公益二等奖
　　近日，由中国癌症协会主办的第１４届中国子宫
颈癌防治研究进展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癌症基金会
２０１６年全国三八公益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江
苏省妇幼保健院应邀参加并荣获公益二等奖。该奖
由中国癌症基金会设立，旨在对为推动我国癌症预
防与控制事业的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的单位进行奖
励。我院妇科宫颈病诊治中心尤志学主任医师代表
医院上台领取奖状与奖杯，并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学
术报告。

乳腺癌和子宫颈癌是现今世界上威胁女性健康
的两大常见恶性肿瘤，但是通过早期筛查，这两种癌

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能够大大降低的。今年３月
８日，由中国癌症基金会募集资金与全国４０所省市
医院共同举办第十一届“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
大型三八公益活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作为江苏省
的参与单位，已连续多年参与此项活动，在三八节期
间为广大女性开展科普知识系列讲座和义诊，同时
为下岗和贫困女性积极争取宫颈癌免费筛查的名
额，让更多的人了解子宫颈癌的病因－－人乳头瘤
病毒（ＨＰＶ），助力化解人们对癌症的恐慌，达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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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启动“婴幼儿过敏干预项目”
　　过敏性疾病在全球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已构成
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疾病负担。为了解我国城
市婴幼儿过敏发生和影响因素，进一步采取相应的
措施进行早期预防及规范诊疗，提高我国妇幼保健
相关医务人员对婴幼儿过敏风险评估、干预指导及
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工作水平，从而科学有效地
降低我国婴幼儿过敏的发生率，国家妇幼中心于
２０１６年启动了“婴幼儿过敏干预项目”。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作为项目参与单位，于６月
２日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项目管理及技术专家

指导小组，并对实施方案进行讨论，制定了本单位项
目实施计划，明确了项目执行科室及分工。目前已
开设婴幼儿过敏预防门诊，产科和儿童保健科联合
实施干预，在孕妇产检时即对其进行婴儿过敏风险
评估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在整个孕期、分娩期及婴
幼儿时期监测过敏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对评估出的
中、高风险人群开展过敏预防专业咨询指导及健康
教育，并进行追踪随访。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保健部）

全国儿童保健工作推进会在宁举办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１９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
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在江苏省
南京市举办了全国儿童保健工作推进会。国家卫生
计生委妇幼司宋莉副司长、儿童处曹彬处长、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李少东副主任、妇幼处王晓芳处长、国家
妇幼保健中心金曦副主任、江苏省妇幼保健院钱玲
梅副院长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来自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计划单立市卫
生计生委妇幼处儿童保健工作负责人、妇幼保健机
构分管院（所）领导、儿童保健部门主任共１３０多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宋莉副司长介绍了新形势下妇幼健康事业
发展策略，强调以妇女儿童不同特殊时期的健康需
求（儿童保健、孕产保健、妇女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为中心，以必要的临床诊疗技术为支撑提供妇幼健
康服务。曹彬处长介绍了２０１６年全国儿童保健工

作重点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１、贯彻落实两纲工
作；２、落实《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３、保障儿
童安全；４、规范儿童保健服务；５、出生医学证明管
理。国家妇幼中心儿保部王惠珊主任从儿童早期发
展的服务、群体儿童保健管理、科研引领、项目促进
及人才培养五个方面来阐述儿童保健服务的挑战与
机遇。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郭锡熔副院长进行了儿童
保健科研选题几种创新思维模式的讲座。福建省、
湖南省、甘肃省分别就省级儿童保健管理及儿童心
理保健等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会议还安排了参观
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之一江苏省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

此次会议规格高、内容全、形式新，将极大地推
动全国各地儿童保健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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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江苏省妇幼健康教育暨孕妇学校师资
培训班在宁举办
　　为了推动全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工作
的开展，加强孕妇学校师资队伍专业能力建设，由江
苏省妇幼保健院主办的“第二期全省妇幼健康教育
暨孕妇学校师资培训班”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２１日
在南京市顺利召开。

国家快乐孕育健康教育项目组、省内外相关专
家及来自全省各级妇幼保健院（所）的健康教育负责

人、孕妇学校管理者等共１６０余名医护人员参加了
此次会议。此次培训促进了江苏省妇幼健康教育工
作的发展，同时为孕妇学校发展搭建一个技术交流、
学习及经验分享的平台，使孕妇学校健康教育得到
进一步宣传。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群保科）

２０１６年儿童眼保健学术年会在宁召开
　　由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和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
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６年儿童眼保
健学术年会于６月２５日在南京圆满闭幕。在会议
召开前举行了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专
科的张佩斌主任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本次会议主题
为“儿童眼病筛查与诊治及眼保健新进展”，也是本
院举办的第十一次儿童眼保健继续医学教育学习
班，专家们围绕主题作了丰富多彩的报告。

针对０～６岁儿童视觉发育的重要性以及中小
学生近视防控的严峻性与视力保健工作的艰巨性，
多年来省妇幼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了儿童眼保健
工作的发展：在全省推广视力筛查适宜技术，全省的

儿童视力筛查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对影响学龄前
儿童视觉发育的弱视、斜视等眼病开展早筛查、早诊
治；推行新生儿眼病筛查特别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筛查项目，早期发现及诊治儿童致盲性眼病；从幼儿
园开展近视的早期筛查和预警以及近视的早期干预
措施，控制儿童近视的发生与发展。随着我省妇幼
保健事业的蓬勃发展，儿童眼保健的工作内涵与需
求在不断提高，这次江苏省儿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
组织机构的成立，有力推动了儿童眼保健与眼科专
业广泛联系的全省儿童眼保健筛、防、治体系和网络
建设，有助于实现我省的儿童眼保健工作目标及保
障儿童视觉健康的目的。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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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座·
婴幼儿情绪问题的早期评估和干预
胡幼芳

　　一、情绪的内涵
情绪是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

度体验。它既是一种内在主观体验，同时伴有生理
唤醒和相应的外部表现，包括快乐、痛苦（悲伤）、愤
怒、恐惧、兴趣、厌恶。情感是人对现实的对象和现
象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和社会性要求而产生的体验，
是人所特有的一种高级、复杂的情绪。包括：信任、
依恋、爱戴、感激、嫉妒、仇恨、道德感、美感等。

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复合情绪。基本情绪是出
生就具有的，主要与生理需要和生存密切相关的体
验有关。主要包括愉快和快乐、痛苦和悲伤、愤怒、
恐惧、厌恶等。复合情绪是随自我意识发展和自我
评价有关的爱与依恋，包括焦虑、敌意、尴尬、内疚、
骄傲、害羞等。

二、婴幼儿早期情绪、情感发展基本进程和特点
初生婴儿：不适刺激引起痛苦情绪，异味刺激引

起厌恶情绪，新异性光、声刺激引起兴趣，生理需要
满足表现快乐等；４～６周：婴儿在听到高频人语声
或看到人的面孔时，会发出社会性微笑；３～４月：婴
儿在痛刺激时或生理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痛苦（悲伤）
或愤怒的情绪；５～７月：出现恐惧的情绪，害怕从高
处降落；８月～１．５岁：出现特定依恋，分离伤心、陌
生人恐惧；１．５岁～２．５岁：开始出现焦虑、羞愧、自
豪、骄傲、内疚和同情等；３岁左右：出现道德感；４
～５岁：出现美感、理智感。婴幼儿情绪表现特点为
短暂性、强烈性、易变性、真实性和外显性、反应不一
致、容易冲动。

三、婴幼儿情绪在儿童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
在婴幼儿期，情绪是婴幼儿适应生存重要的心

理工具，是婴幼儿人际交往的有力手段，并促进婴幼
儿意识的产生和个性的形成。

四、儿童早期情绪障碍的预测和评估
婴幼儿早期的气质特征可以预测儿童早期情绪

障碍，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母亲孕期及围生期的精神
状况、父母的教养方式及遗传和环境因素等。目前
可采用中国城市的“幼儿社会情绪发展量表（ＣＩＴ
ＳＥＡ）”，来评估幼儿的情绪，该量表包含四个域：外

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外显行为
域包括活动度／冲动性、攻击性／反抗性；内隐行为域
包括同伴攻击、忧郁／退缩、焦虑、恐惧、强迫、负性情
绪、感官的敏感性；失调域包括饮食、睡眠；能力域包
括依从性、注意力、模仿／游戏、掌握动机、移情、亲社
会的同伴关系。

五、情绪各个域的异常表现和干预
１．外显行为域各因子异常表现及干预方法：
活动度：指小儿在日常生活中身体活动的数量，

活动度高表现在不分场合，活动过多、无明显目的性
活动度，如易兴奋，好哭闹等。

冲动性：指儿童情感活动不能受理性控制而发
作性的扰乱现象。如克制力差、容易激惹，易受外界
刺激而兴奋等特点。

干预方法：对活动度高的小儿可适当安排活动
量大、接触外界的活动；还应要求他在较短时间内保
持安静，以同龄小儿的标准为限。预防小儿的冲动
行为，应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逐渐学会“等
待”；对盛怒状态的孩子，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使
其冲动行为暂时被忽视；避免随意性的惩罚，使儿童
不断学习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

攻击性：小儿在某个受伤害时，想逃避此种伤害
的个体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行为。

反抗性：小儿在受到他人伤害或干扰后进行的
攻击，属报复还击。

小儿的攻击性／反抗性：通常发生在父母或他人
对其施加权威以阻碍或限制他们时，由于挫折和愤
怒而对父母或他人表现出攻击性／反抗性，表现为不
听话、爱发脾气、霸道及打、咬、踢父母等行为。

干预方法：应采取一贯、连续性的、而且具有一
定强度的厌恶惩罚刺激。惩罚必须在攻击行为发生
后尽可能快地执行。实施惩罚时，必须分析被惩罚
者的攻击动机、被惩罚者的个性及惩罚强度。让愤
怒的小儿用合理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如运动、游戏
等。为小儿提供良好的教养方式，并对其进行良好
社会技能的培养，均可减少小儿攻击性／反抗性行为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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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隐行为域各因子异常表现及干预方法
同伴攻击：小儿的攻击性在受伤害时想逃避此

种伤害的同伴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行为。主要表现
在与同伴发生冲突时，咬人、踢打同伴或采取取笑、
捉弄别人等敌意性攻击行为。

干预方法：父母在制止小儿攻击性行为后，带他
（她）到安静的地方，让其自己反省，学习控制自己，
决不可用体罚的方式粗暴对待。也可采用榜样示范
法，让小儿学会友爱和谦让，培养小儿运用语言进行
交往解决问题，以消弱其攻击性。

忧郁：是一种过渡的忧愁和伤感的情绪体验，使
消极性情绪增强的表现。

退缩：忧郁情绪表现形式之一，小儿一般表现为
情绪低落、闷闷不乐，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等。

干预方法：家长不要过多干涉小儿正常活动，以
提高小儿的自尊。父母要加强亲子关系，多观察、理
解和关注孩子产生不愉快的情况，并加以疏导，使小
儿的忧郁心境很快得到改善；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
愉快的环境，尽量带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增进与同龄
儿的交往友谊。

焦虑：指无明显原因，小儿产生发作性紧张、莫
名恐惧与不安等情绪体验。

干预方法：了解其产生焦虑的原因，通过与孩子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帮助分析产生焦虑的心情；以
此同时，父母要克服自身的焦虑情绪或神经质的倾
向。

恐惧：指小儿过分害怕某些事物或场景等。但
其害怕的事物或情景事实上并不具有危险性或虽具
有危险性但其表现的恐惧大大超过了客观存在的危
险度。

干预方法：有意识的让小儿接触社会，并对小儿
所恐惧的事物或情景有意识的进行“脱敏式”的接
触，在此过程中给予热情的鼓励，使其恐怖情绪逐渐
减轻，直至面临真实处境不再害怕为止。

强迫：指小儿无明显原因，产生发作性紧张或莫
明恐惧不安等情绪体验的同时强迫自己去想或去做
某件事情。

干预方法：家长尽量克服自身的焦虑情绪，注意
平时不当的强迫行为，以典范行为影响小儿。

分离焦虑：指当小儿与依恋者离别时的恐惧构
成了严重焦虑，担心依恋者一去不归；要求与其形影
不离，否则哭闹。

干预方法：建立正确的亲子关系，父母应分析是

否对小儿有过度保护、溺爱的现象；培养小儿积极、
开朗的性格，逐渐减弱对依恋者的依赖。

新鲜事物退缩：指小儿在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或
遇到陌生人出现时，变得安静，少动、发呆，产生退
缩、害羞等行为。

干预方法：应相信孩子的力量和能力，创造条
件，鼓励和其他小朋友经常一起玩耍，适当参加相关
的社交活动，以培养其独立自主以及勇敢的精神。
在引导过程中切忌粗暴。

负性情绪：小儿表现为每次睡醒后情绪不好，发
脾气、平时易生气或不高兴、缺少耐心并易产生挫折
感等。

干预方法：尽可能忽视小儿不友善的情绪表现，
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与此同时要分析小儿发生不友
善情绪反应的原因，并尽量给予安抚；平时要经常鼓
励表扬小儿积极和友善的情绪反应，根据发生的事
件引导小儿，如不随意乱发脾气，遇到使自己生气、
发怒的事情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小儿自我调
控意识不断加强。

感官的敏感性：维度分值高为小儿对噪音、强光
或某些气味表现烦躁不安，皮肤接触到某些物体会
感到不舒服和易受到惊吓等。

干预方法：父母应该通过触摸、拥抱等经常与小
儿进行肌肤的亲情交流，使小儿心理产生充足的安
全感；通过给予适当的视觉、听觉、触觉或味觉的刺
激，使小儿不断形成条件反射，逐渐建立良好的自我
控制意识。
３．失调域各因子异常表现及干预方法
失调域包括：饮食、睡眠。饮食分值高为小儿进

食行为失调的行为表现，如爱挑食、不肯吃需要咀嚼
的食物等。

干预方法：分析小儿不肯吃东西的原因，提供规
律和放松的进食环境，并鼓励小儿表达自己的进食
态度。不要强迫进食，以免引起小儿逆反心理。

睡眠分值高指入睡困难或睡不安稳、晚上睡觉
后常常会醒，并需要哄很长时间才能入睡。

干预方法：设置良好的睡眠环境，调低卧室光线
并保持卧室安静；分析小儿入睡困难的原因，首先要
安抚、稳定其情绪，以建立安全感；培养小儿良好的
睡眠习惯。
４．能力域各因子异常表现及干预方法
依从性：指小儿对他人命令、要求的依从，反映

其调节自己的行为使之与他人期望和要求一致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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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意愿。表现很乖巧，行为举止恰当、努力按照家
长说的去做、对想要而不能马上得到的东西能够等
待等。

干预方法：对依从性维度分数较低的小儿，父母
要通过日常生活让小儿懂得，很多事想要立即得到
满足是不可能的，逐渐培养小儿学会等待，使其延迟
满足的控制能力不断发展。

注意力：注意对小儿的认知发展非常重要，可直
接或间接影响小儿的智力发展水平。幼儿注意力集
中的主要表现在读、讲故事及教新知识时，能安静地
坐５分钟；自己能看图书等。

干预方法：注意与兴趣息息相关，对于注意力维
度分值较低的小儿，在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时，应注意
减少环境中的干扰因素；可让小儿玩感兴趣的玩具、
游戏，耐心引导、帮助其逐步学会观察事物、延长有
意注意的时间。

模仿／游戏：小儿学习的主要方式，通过模仿游
戏来学习成人的经验和行为习惯。表现为学着拍手
或挥手再见；学着模仿有趣的声音；模仿大人做的事
情。

干预方法：模仿／游戏能力分值较低时，父母应
该经常赐以微笑和语言刺激，使小儿产生并获得安
稳、愉悦和满足感，在用声音刺激的同时，和小儿共
同做其感兴趣的游戏，或提供新鲜事物，诱导其发生
好奇与探索，使其产生模仿欲望。

掌握动机：指喜欢做有难度的事情、对新鲜事物
好奇、喜欢自己做一些事情、喜欢做些动脑筋的事情
等。

干预方法：对掌握动机维度分值较低的小儿，父
母应该经常逗着小儿玩耍，有意识地刺激小儿对新
鲜事物的好奇，并使之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提高小
儿的探索欲望。在小儿做事遇到困难时多做有意引
导，并不断给予鼓励和表演，以使小儿不断有成功的
喜悦。

移情：指小儿用心灵感受他人情感的情绪体验。
干预方法：移情维度分数较低的小儿，父母应采

取示范或讲述的方法，使小儿逐渐理解他人的痛苦，

产生怜悯之心，达到移情，还可用分享、帮助和同情
等亲社会行为，使之逐渐产生移情。如向小儿倾诉
情感，使他了解别人的内心体验，知道自己的行为会
给别人带来欢乐或痛苦，欣赏别人的情感或多让孩
子利用换位思考，培养小儿的社会情感技能。

亲社会的同伴关系：是小儿在交往过程中，建立
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儿童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同
伴关系有助于小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表现为小儿
与其他孩子玩的来能很好地处理同伴之间的矛盾，
如和小朋友过家家、有一个或几个好朋友等。

干预方法：对于亲社会的同伴关系分值较低的
小儿，父母首先要认识到同伴关系对小儿成长的重
要性，抛弃自己的孩子小没能力，在同伴中会被忽
视、玩耍时会吃亏的担忧。尽可能地帮助小儿创造
与同伴交往的机会，鼓励小儿多与同伴交往，教育其
欣赏同伴，与同伴分享游戏中的乐趣，有错误时敢于
承认，应尽可能地原谅别人等。可以通过具体事件，
让小儿学习一定的交往技巧，如适当的服从，恰当的
赞赏，灵活的处理小朋友之间的矛盾等。

六、培养婴幼儿良好情绪的方法
家长应增加和婴幼儿爱抚和情感交流的机会，

不要限制婴幼儿的环境探索活动，满足其合理要求，
对婴幼儿的行为要进行恰当评价，平时不要吓唬婴
幼儿，多带孩子外出，扩大接触面，让婴幼儿学会控
制情绪，学会忍耐和宽容，同时和谐的家庭环境对培
养婴幼儿良好情绪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七、帮助婴幼儿学会管理和调控情绪
首先要对婴幼儿情绪及气质进行评定，其次是

帮助婴幼儿学会管理情绪，同时对行为抑制的婴幼
儿进行早期疏导。尽量多提供机会，发展其社会适
应能力；因势利导，发展特殊才能。家长要注意经常
观察婴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帮助他们学会管
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遗传，但有办法
改变环境，通过早期评估婴幼儿的气质和情绪，早期
干预，可以预防后继的焦虑和抑郁的发生，促进婴幼
儿早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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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儿童保健体检中识别简单先天性心脏病
顾海涛

　　心脏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最忠诚、最辛苦的
朋友”，从母亲怀孕８周后就一直不停地跳动，直到
生命结束才停止工作。可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拥有
一颗健康的心脏，大约一千个出生的活产孩子中就
有７～８个孩子的心脏是残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它是指怀孕早期（怀
孕２～８周）由于某种原因造成胎儿心脏及大血管的
结构发育异常导致出生后就存在的心脏血管畸形，
是儿童最常见的出生结构缺陷性疾病。

一、为何会发生先心病？
引起心脏发育畸形的原因很复杂。到目前为止

其发病机理仍不明确，即使在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的
西方国家，先心病的发病率也仍然较高，在一级预防
水平也是无能为力的。大量研究表明先心病的病因
主要是由遗传和环境综合因素的相互影响造成胚胎
心脏发育异常。

（一）遗传因素
染色体数目的异常，如２１三体综合症的患儿

有５０％合并完全性房室隔缺损，而完全性房室隔缺
损的患儿有７５％是２１三体综合症唐氏儿，其他如
少见的１８三体综合症、１３三体综合症等也多伴有
先心病。染色体的结构异常也是导致先心病的原因
之一，如很多圆锥动脉干发育异常与２２ｑ１１微缺失
有关。约３％的先心病是单基因遗传性疾病，而
９０％的先心病是多基因遗传，因此从分子水平上研
究控制心脏发育的相关基因，对于探讨先心病的发
病机制及探索人类遗传性心脏病的治疗方案及手段
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主要原因。
１．早孕期孕妇病毒感染与先心病发生有密切

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先心病与孕妇早期风疹病毒、
巨细胞病毒、弓形体、微小病毒（Ｂ１９）感染密切相
关。
２．孕期用药：孕妇在妊娠早期，如果服用某些

药物，可使胎儿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几率明显增高。
如在早孕期使用降糖药、甲亢药、抗惊厥药、避孕药、

含有丁二抗敏安的止吐剂、抗癌药、锂剂、四环素、维
Ａ酸、叶酸拮抗药物等都可能增加先心病的危险，国
外还有研究毒品也可使胎儿心脏致畸，如孕早期使
用可卡因、大麻、去氧麻黄碱可导致心脏复杂畸形。
３．物理化学因素：父母在孕前，或孕妇在孕早

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如农药、染料、油漆、涂料、有机
溶剂等均增加先心病发病的危险。还有研究指出饮
用水消毒剂三氧化氯是增加心脏畸形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子，所以公共饮用水的消毒剂污染问题应引起
重视。高温可以导致子代患先心病的危险性增加，
如孕早期发热可增加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生。孕早
期遭受射线的辐射也可能增加胎儿先心病患病的危
险，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显示电磁场暴露对妊娠结
局没有明显不利影响。
４．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孕妇在孕早期大量吸

烟和饮酒会增加胎儿先心病的危险。缺氧的高原地
区的先心病的发病率高于平原地区，尤其是动脉导
管未闭的发生率明显升高。而空气中的有毒气体也
是重要的致畸因素。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生活在
危险的垃圾场周围和一些空气中含有有毒化学物质
如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１０ｕｍ
颗粒和臭氧的区域，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明显增
高。
５．其他因素：高年孕妇、早孕期精神刺激也是

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孕
妇和肥胖孕妇胎儿发生先心病的危险也有增加。

二、先心病有哪些表现可以识别？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其复杂程度来区别。先心病

分为复杂先心病和简单先心病。复杂先心病症状出
现早，病情危重，容易被医务人员识别，如早期出现
口唇、手指、脚趾紫绀；呼吸急促；心率加快；反复呼
吸道感染；生长发育落后等。我们儿保人员在遇到
这样的孩子首先要检查孩子的心脏，到有条件的医
院做心脏超声检查，尽早诊断，及时手术治疗。而最
难识别的是简单先心病，因为其外表正常，可能活
动、生长发育都正常，往往不引起家长和医务人员的
重视而延误诊断和治疗，比如房间隔缺损，由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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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房间的压差较小，加之心房的收缩力较弱，导致
左、右心房间的血液分流不产生杂音，而是在肺动脉
瓣这里由于血流量加大了形成了肺动脉相对狭窄而
产生了心脏杂音，其杂音部位是在胸骨左缘第三肋
间，响度多在１～２级，如果房缺在１０ｍｍ以内，那
可能就没有杂音，所以如果在儿童体检中发现有任
何级别的心脏杂音都建议儿童做心脏超声检查，有
条件的医院也可常规检查儿童心脏超声以排除简单

轻症先心病。
先心病不可怕，是可治愈病，复杂先心病由于不

能自愈，要尽早发现尽早治疗；而简单先心病如小房
缺、小室缺有自愈可能，所以要根据检查结果决定治
疗时机。外科治疗先心病正向微创化方向发展，不
需要使用体外循环，不使用Ｘ线引导就能封堵房
缺、室缺、动脉导管未闭等心脏畸形，创伤小，恢复
快，效果好。

（上接第５４页）
　　ＮＩＣＵ患儿，收集大剂量氨基酸的病例数尚少。
部分统计量有临床意义，但无统计学差异，因此有必
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总
之，本研究系统论证了早期高剂量氨基酸在低体重、
极低体重早产儿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积极的静脉营
养策略有利于促进早产儿早期的生长发育，高剂量
氨基酸对早产儿的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的远期影
响仍需进一步进行随访观察。

参考文献
［１］　ＬｉｕＪ，ＫｏｎｇＫ，ＴａｏＹ，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Ｊ］．Ａｓｉａ
ＰａｃＪＣｌｉｎＮｕｔｒ，２０１５，２４（２）：２１９２２６．

［２］　毕春宇，茹喜芳，冯琪，等．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出生早期蛋
白质摄入及能量供给状况的研究［Ｊ］．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１３，
５１（５）：３４５３５５．

［３］　全国早产儿营养调查协作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早产儿
营养相关状况多中心调查９７４例报告［Ｊ］．中华儿科杂志，
２００９，４６（１）：１６．

［４］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分会新生儿学组，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新生儿外科
学组．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Ｊ］．中华小儿外科
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７８２７８７．

［５］　ＡｇｏｓｔｏｎｉＣ，ＢｕｏｎｏｃｏｒｅＧ，ＣａｒｎｉｅｌｌｉＶＰ，ｅｔａ１．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ｆｏｒ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ＪＰＧＮ，２０１０，５０（１）：８５
９１．

［６］　ＥｈｒｅｎｋｒａｎｚＲＡ，ＤａｓＡ，ＷｒａｇｅＬＡ，ｅｔａｌ．Ｅｕｎｉｃｅ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ｈｒｉｖ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ａｒｌ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ｍｅｄｉ
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ｎｅｓｓ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ＢＷｉｎ
ｆａｎｔ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Ｒｅｓ，２０１１；６９（６）：５２２５２９．

［７］　谢恩萍，孙建华，沈艺，等．早期快速增加氨基酸剂量对早产儿
氮平衡及生长的影响［Ｊ］．中华临床营养杂志，２０１４，６（２２）：
１３６１４０．

［８］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协作组，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新生儿学
组．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Ｊ］．临床儿科杂志，
２００６，２４（８）：６９２６９５．

［９］　韩露艳，王晨，李正红，等．早期营养支持策略对早产儿生
长和代谢的影响［Ｊ］．中国新生儿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５）：２９６
３０５．

［１０］　李明．早期应用不同剂量全静脉营养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
响［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４，２７（５）：１８０１８１．

［１１］　宋朝敏，杨长仪，王程毅，等．早期营养支持策略对极低出
生体重儿生长代谢及并发症的影响［Ｊ］．中国新生儿科杂志，
２０１３，２８（６）：３７９３８３．

［１２］　ＧｕｐｔａＫ，ＷａｎｇＨ，ＡｍｉｎＳＢ．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Ｃｈｏｌｅ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Ｊ］．ＪＰＥＮＪ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２０１６，４０（３）：３３５３４１．

［１３］　冯琪．新生儿肠道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的危险因素［Ｊ］．中
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４，１６（７）：６７０６７３．

［１４］　ＤｅＣｕｒｔｉｓＭ，ＪＲｉｇｏ．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Ｊ］．
ＥａｒｌｙＨｕｍＤｅｖ，２０１２，８８（Ｓｕｐｐｌ１）：Ｓ５７．

［１５］　ＲｉｓｋｉｎＡ，ＨａｒｔｍａｎＣ，ＳｈａｍｉｒＲ．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ｙ
Ｌｏｗ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ＩｓｒＭｅｄＡｓｓｏｃＪ，
２０１５，１７（５）：３１０３１５．

·７３·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６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２



ＥＢ病毒感染诊治进展
庄丽丽　周国平

　　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病毒（简称ＥＢ病毒），是一种嗜Ｂ
淋巴细胞的γ疱疹病毒，为双链ＤＮＡ病毒，是人类
发现的第一个肿瘤相关病毒。ＥＢ病毒人群感染率
达９５％，大部分为隐性感染［１］。儿童３岁以前ＥＢ
病毒抗体血清阳性率已大于５０％，８岁以后大于
９０％［２］。

ＥＢ病毒急性感染多表现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大多症状轻微，病程呈自限性，少数患者伴发
严重并发症，甚至发生致死性噬血细胞综合征或可
转为慢性活动性ＥＢ病毒感染。ＥＢ病毒感染与多
种疾病发病相关，包括Ｘ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
病、ＸＭＥＮ病、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
狼疮、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等。此外，ＥＢ
病毒是一种肿瘤相关病毒，可致鼻咽癌、多种淋巴
瘤、胃腺癌、平滑肌肉瘤等。体内潜伏感染ＥＢ病毒
的再活化、ＥＢ病毒高度复制、ＥＢ病毒介导的免疫
异常是其诱导或加重相关疾病的可能机制。预防
ＥＢ病毒感染、减少体内ＥＢ病毒载量、清除体内受
感染的Ｂ淋巴细胞对预防和缓解ＥＢ病毒相关疾
病，尤其是相关恶性肿瘤的治疗至关重要。本文就
ＥＢ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诊治进展作一简述。

一、犈犅病毒特征
ＥＢ病毒基因组编码８７个蛋白，其中７８种蛋白

功能已明确［３］，重要的有编码衣壳抗原（ｃａｐｓｉｄａｎｔｉ
ｇｅｎ，ＣＡ）、早期抗原（ｅａｒｌｙａｎｔｉｇｅｎ，ＥＡ）和核心抗原
（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ＮＡ）的基因。原发性ＥＢ病毒感
染，首先出现抗ＣＡＩｇＧ／ＩｇＭ；急性感染的晚期，抗
ＥＡ抗体出现；在恢复期晚期，抗ＮＡ抗体出现；其

中，抗ＣＡＩｇＧ和抗ＮＡＩｇＧ可持续终身。
ＥＢ病毒主要感染Ｂ淋巴细胞和上皮细胞，也

可感染ＮＫ细胞、Ｔ细胞及平滑肌细胞。感染分裂
解期和潜伏期。在裂解期，ＥＢ病毒有效感染新的细
胞和宿主，而潜伏期对病毒持续感染细胞至关重要。
ＥＢ病毒潜伏感染细胞基因表达类型分４型（图１
［１］），不同潜伏感染类型与不同的临床恶性肿瘤相
关。
ＥＢ病毒通过病毒包膜糖蛋白３５０与Ｂ细胞表

面补体受体２，ＣＤ２１结合，感染Ｂ细胞，促进９种病
毒编码蛋白的表达，包括ＥＢＮＡ１６和３种潜伏膜
蛋白（１ａｔ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ＭＰ１３），这种表
达模式称为隐性感染Ⅲ型。感染的Ｂ细胞进入扁
桃体内的生发中心，改变病毒转录模式，仅表达ＥＢ
ＮＡ１，ＬＭＰ１和ＬＭＰ２，称为隐性感染Ⅱ型。
ＬＭＰ１和ＬＭＰ２Ａ帮助感染的天然Ｂ细胞经过生
发中心，并帮助ＥＢ病毒进入记忆Ｂ细胞池，从而进
入隐性感染０／Ⅰ型。
Ｂ淋巴细胞表面有ＥＢ病毒受体，ＥＢ病毒感染

后可使Ｂ淋巴细胞表面抗原改变，引起Ｔ淋巴细胞
防御反应，形成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效应，破坏被
感染的Ｂ淋巴细胞。此外，ＥＢ病毒可异位感染Ｔ
淋巴细胞、上皮细胞及ＮＫ细胞等；还可逃避宿主免
疫，干扰免疫功能，导致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并可通
过诱导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分化及凋亡，诱导细胞永
生化和转化等致癌。

二、犈犅病毒感染相关的疾病（表１）

表１　犈犅病毒感染相关疾病［４］

潜伏感染类型 特征 基因表达
０型 健康病毒携带者的Ｂ淋巴细胞中 ＥＢＮＡ１、ＬＭＰ２Ａ、ＥＢＥＲｓ
Ⅰ型 地方性Ｂｕｒｋｉｔｔ淋巴瘤 ＥＢＮＡ１、ＥＢＥＲｓ
Ⅱ型 鼻咽癌、胃癌、霍奇金淋巴瘤、Ｔ细胞淋巴瘤 ＥＢＮＡ１、ＬＭＰ１、ＬＭＰ２Ａ、ＥＢＥＲｓ
Ⅲ型 免疫抑制患者的Ｂ细胞性淋巴瘤 ＥＢＮＡｓ、ＬＭＰｓ和ＥＢＥＲｓ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初
次感染ＥＢ病毒后约５０％表现为典型的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５］。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发病率高，主

要通过唾液接触传播。据统计，６岁以下儿童的父
母３０％的时间唾液里携带ＥＢ病毒，承载量中间值
为４９００拷贝／ｍｌ［６］。急性发作或恢复期的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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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病毒感染的年轻成人其唾液病毒载量中间值为
６３１００拷贝／ｍｌ［７］。该病病理表现为可累及全身各
器官的异型淋巴细胞浸润。临床上以发热、咽峡炎、
肝脾大、淋巴结大及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增多为主
要表现。该病预后良好，极个别患者病情迁延，反复
发作，转变为慢性活动性ＥＢ病毒感染。目前认为，
Ｔ淋巴细胞对ＥＢ病毒感染的Ｂ淋巴细胞的免疫反
应是各种临床症状产生的基础。

检测ＥＢ病毒特异性抗体ＣＡＩｇＭ、ＣＡＩｇＧ、
ＥＢＮＡ１ＩｇＧ是诊断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重要
实验室检查。７５％的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急
性期ＣＡＩｇＭ阳性［７］，但巨细胞病毒感染可导致
ＣＡＩｇＭ假阳性［８］。而所有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患者均出现ＣＡＩｇＧ。因此，ＣＡＩｇＧ是既往ＥＢ病
毒感染的良好指标，而ＥＢＮＡ１抗体出现较晚，通
常于发病９０天后或更长时间才可检测到。而ＥＡ
ＩｇＧ为非ＥＢ病毒诊断性指标，只有６０～８０％的患
者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急性期该抗体阳性，且
２０％的健康人群该抗体也阳性［６］。

该病无特效治疗，疾病过程常呈自限性，预后良
好。ＥＢ病毒治疗没有公认有效的药物。对于体内
ＥＢ病毒载量高或伴有明显并发症的患者，可用抗病
毒药物结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噬血细胞综合征ＥＢ病毒感染使ＣＤ８＋Ｔ淋巴
细胞异常活化和增生，并激活巨噬细胞，导致炎症性
细胞因子大量产生，形成高细胞因子血症，引起组织
细胞增生并吞噬自身血细胞。病理组织学表现为淋
巴细胞和组织细胞在所有器官增生和浸润。该病可
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程中发生，也可在慢性
活动性ＥＢ病毒感染过程中反复发作，亦可在ＥＢ病
毒阳性ＮＫ／Ｔ细胞淋巴瘤患者中发生。该病临床
表现为高热、肝脾大、淋巴结大、全血细胞减少、肝功
能异常、乳酸脱氢酶增高、三酰甘油增高、铁蛋白增
高、纤维蛋白原降低以及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
淋巴结和骨髓检查出现红细胞和有核细胞被组织细
胞吞噬的现象。本病预后差，半数以上患者死亡。

慢性活动性ＥＢ病毒感染　该病是一种异常抗
ＥＢ病毒抗体增高和ＥＢ病毒ＤＮＡ升高，易发展为
淋巴瘤、噬血细胞综合征、间质性肺炎、中枢神经系
统病变，进而发展为多脏器衰竭的淋巴组织增生性
疾病。该病原因不明，考虑与宿主遗传变异、ＥＢ病
毒异位感染及感染细胞异常增殖相关。有病例报
道，突触融合蛋白结合蛋白２基因第１５外显子剪接

受体位点突变和第１８外显子错义突变以及穿孔素
基因的突变与该病发病相关［９］。该病ＥＢ病毒累及
不同部位各种类型淋巴细胞并克隆增殖，使该病的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持续或间断发热、肝脾大和淋
巴结大为突出表现，其他尚有咽喉疼痛、淋巴结触
痛、贫血、肌肉酸痛、关节痛等。

目前国际上仍沿用１９８８年Ｓｔｒａｕｓ提出的诊断
标准：１）ＥＢ病毒感染症状持续６个月以上，ＥＢ病毒
抗体滴度异常（抗ＣＡＩｇＧ≥１∶５１２０，抗ＥＡ抗体≥
１∶６４０或ＥＢＮＡ抗体＜１∶２）；２）主要脏器受损，如导
致间质性肺炎、骨髓某成分的不良增生、视网膜炎、
淋巴结炎、迁延性肝炎和脾大；３）受损组织及外周血
中检测到ＥＢ病毒ＤＮＡ。Ｏｋａｎｏ等于２００５年提出
了诊断建议指南，不再强调病程＞６个月，指出抗
ＥＢ病毒抗体（抗ＣＡ和抗ＥＡ）增高，但ＣＡＩｇＧ≥
１∶６４０及ＥＡＩｇＧ≥１∶１６０即可。该病预后不良，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最终治愈方法。
Ｘ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　该病是一种Ｘ

连锁的联合免疫缺陷性疾病，Ｔ淋巴细胞和Ｂ淋巴
细胞表面信号淋巴细胞一激活分子缺陷，导致自然
杀伤Ｔ淋巴细胞和ＮＫ细胞功能缺陷。该病只对
ＥＢ病毒感染敏感，见于男性儿童，未感染ＥＢ病毒
前多表现正常，感染ＥＢ病毒后有３个主要表现：１）
致死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２）异常丙种球蛋白
血症，主要是ＩｇＧ降低；３）淋巴组织恶性肿瘤。该
病预后不良，死亡率高，诊断后应尽早行造血干细胞
移植［１０］。
Ｘ连锁免疫缺陷与镁缺陷、ＥＢ病毒感染和肿

瘤样病变—ＸＭＥＮ病（Ｘ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Ｍｇ２＋ｄｅｆｅｃｔ，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ＸＭＥＮｄｉｓｅａｓｅ）由Ｍｇ２＋转
运蛋白（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１，ＭＡＧＴ１）基因的
无效突变引起，表现为ＣＤ４淋巴细胞减少症、慢性
ＥＢ病毒感染及ＥＢ病毒相关淋巴组织增生症。细
胞内Ｍｇ２＋水平参与细胞内ＥＢ病毒感染免疫反应。
ＭＡＧＴ１在调节细胞内游离Ｍｇ２＋水平中起关键调
节作用，是Ｔ细胞受体刺激的Ｍｇ２＋内流所必须，能
瞬间调高细胞内Ｍｇ２＋浓度从而协同Ｔ细胞激
活［１１］。ＭＡＧＴ１遗传缺陷与高水平ＥＢ病毒感染及
淋巴瘤易感性相关。ＭＡＧＴ１突变、细胞内游离
Ｍｇ２＋降低导致ＮＫ细胞和ＣＤ８＋Ｔ细胞上升自然
杀伤激活受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ＫＧ２Ｄ）表达缺陷，不能有效控制ＥＢ病毒感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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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持续高水平ＥＢ病毒载量，致ＥＢ病毒相关Ｂ细
胞淋巴瘤和淋巴组织增生症风险增加。

有以下情况者需警惕ＸＭＥＮ［１２］∶１）男性患者无
法解释的外周血中慢性高水平ＥＢ病毒载量和脾肿
大；２）有家族性或既往有ＥＢ病毒阳性的Ｂ细胞淋
巴组织增生症或ＥＢ病毒淋巴瘤；３）ＥＢ病毒多聚酶
链反应显示持续的高水平ＥＢ病毒ＤＮＡ；４）其它：
ＣＤ４∶ＣＤ８比例〈１．３、Ｂ细胞数增加、异常丙种球蛋
白血症、Ｔ淋巴细胞反应缺陷；５）ＮＫＧ２Ｄ低表达。
ＸＭＥＮ最终诊断需检测ＭＡＧＴ１ｍＲＮＡ表达或
ＭＡＧＴ１外显子测序。外显子测序若未检测到突
变，则需定量分析ＭＡＧＴ１ｍＲＮＡ表达从而排除非
编码突变引起ＭＡＧＴ１表达异常。
ＸＭＥＮ治疗依赖病人的临床状态［１２］：１）利妥

昔单抗，即抗ＣＤ２０抗体可降低外周血中ＥＢ病毒
感染的细胞数，但不能完全清除组织内ＣＤ２０＋Ｂ细
胞，且不能预防ＥＢ病毒阳性ＣＤ２０－淋巴组织增生
症的发生；２）ＸＭＥＮ患者Ｔ细胞ＥＢ病毒特异性杀
伤能力减低，故输注自体ＥＢ病毒特异性Ｔ细胞无
效；３）化疗能有效治疗淋巴瘤，但不能阻止今后发生
其它类型淋巴瘤；４）伴有淋巴组织增生症或处淋巴
瘤治疗缓解期的ＸＭＥＮ患者可考虑行造血干细胞
移植，因这类病人是原发或继发淋巴瘤的高风险患
者；５）镁补充可恢复细胞内游离Ｍｇ２＋和ＮＫＧ２Ｄ、
降低体内ＥＢ病毒感染细胞的数量［１１］。
ＥＢ病毒感染还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

ｓｕｓ，ＳＬＥ）　感染是ＳＬＥ发病的重要环境因素，
９９．５％的ＳＬＥ患者存在ＥＢ病毒感染［１３］。ＳＬＥ患
者ＥＢ病毒早期抗原血清阳性率、ＥＢ病毒载量、受
损的ＥＢ病毒特异性ＣＤ８＋细胞毒性Ｔ细胞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１４］。ＳＬ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ＥＢ
病毒载量是健康对照组的１０～４０倍［３］。
ＳＬＥ患者对ＥＢ病毒的免疫反应存在紊乱。１）

ＥＢ病毒抗原的分子结构与ＳＬＥ抗原相似，对关键
免疫调节成分存在功能分子模拟。ＥＢＮＡ１羧基端
抗体与ｄｓＤＮＡ、氨基端抗体与Ｓｍ存在交叉反应。
用ＥＢＮＡ１ＰＰＰＧＲＲＰ基序免疫的兔子可获得狼疮
样自身免疫性疾病。用ＥＢＮＡ１全蛋白免疫小鼠
可诱导ｄｓＤＮＡ和Ｓｍ抗体［１５］。２）ＳＬＥ患者ＥＢ病
毒抗体具有表位特异性，ＳＬＥ患者ＥＢ病毒抗体针
对ＥＢＮＡ１蛋白羧基和氨基末端，而健康对照者

ＥＢ病毒抗体针对ＥＢＮＡ１肽链中间段。３）早期抗
原Ｄ抗体阳性的ＳＬＥ患者较阴性患者更可能出现
年龄大、病程长、存在雷诺现象、抗ＥＮＡ抗体阳性。
４）ＥＢ病毒刺激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表达干扰素α。
５）ＳＬＥ患者低甲基化状态和脱乙酰基改变影响Ｔ
细胞功能。６）ＳＬＥ临床表现与ＥＢ病毒特异性血清
反应相关：ＳＬＥ患者Ｒｏ抗体阳性和存在皮肤损害
者ＥＡＩｇＧ抗体阳性率高；存在多发性关节炎者
ＣＡＩｇＧ阳性率高；抗ｎＲＮＰ阳性者异染性ＩｇＭ反
应强。

风湿性关节炎　该病患者血浆和关节液中ＥＢ
病毒裂解期和隐性感染期的抗体滴度均比健康对照
组高，ＥＢ病毒感染的Ｔ细胞存在ＩＦＮγ反应缺陷及
ｇｐ１１０特异性Ｔ细胞缺陷致细胞介导的ＥＢ病毒控
制能力下降［１５］。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对利妥昔单抗
的治疗反应与ＥＢ病毒感染相关，骨髓中ＥＢ病毒
ＤＮＡ定量阳性的患者对利妥昔单抗的临床反应更
佳［１６］。

多发性硬化（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Ｓ）　是一种
中枢神经系统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疾病，针对髓鞘
碱性蛋白（ｍｙｅｌｉ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ＢＰ）和神经胶质
细胞的自身Ｔ细胞反应在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多项荟萃分析示，ＥＢ病毒感染与ＭＳ发病相关，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史是ＭＳ的独立危险因
素［１７］。ＥＢ病毒感染与ＭＳ发病的相关机制目前并
不完全明了，可能与ＥＢ病毒感染控制不佳致ＥＢ病
毒感染Ｂ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积聚、自体反应Ｔ细
胞活化及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Ｗ激活等相关。

恶性肿瘤　ＥＢ病毒是一个重要的肿瘤相关病
毒。ＥＢ病毒与地方性Ｂｕｒｋｉｔｔ淋巴瘤、鼻咽癌、
３０％的霍奇金淋巴瘤、１０％的胃癌、部分弥散性大Ｂ
细胞淋巴瘤以及平滑肌肉瘤等相关；在接受免疫抑
制治疗患者，ＥＢ病毒感染可引起Ｂ淋巴母细胞瘤。
部分ＥＢ病毒相关蛋白抗体如抗ｇｐ４２ＩｇＡ抗体，已
推荐为ＥＢ病毒相关肿瘤的新的生物学标记［１８］。

三、犈犅病毒感染的治疗
ＥＢ病毒感染的治疗主要包括抗病毒药物、ＥＢ

病毒疫苗、Ｔ细胞免疫疗法、基因靶向治疗等。
抗病毒药物　ＥＢ病毒急性感染引起的传染性

单核细胞增多症呈自限性，是否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及哪种抗病毒药物，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但体内ＥＢ
病毒载量高或伴有炎性并发症时，仍建议抗病毒治
疗，必要时结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常用的抗病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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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包括阿昔洛韦、更昔洛韦、缬阿昔洛韦及泛昔洛
韦［１９］。
ＥＢ病毒疫苗　目前没有获得临床应用许可的

ＥＢ病毒疫苗。目前研发的疫苗主要通过诱导中和
抗体降低ＥＢ病毒感染和诱导Ｔ细胞反应清除感染
的Ｂ细胞。诱导中和抗体反应的疫苗主要以ｇｐ３５０
为靶抗原，ＥＢ病毒ｇｐ３５０疫苗临床二期研究报道，
可降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病率，但不能预防
ＥＢ病毒感染［２０］。最近有研究报道，ＥＢ病毒ｇＨ／
ｇＬ蛋白三聚体和单聚体疫苗、ｇＢ蛋白三聚体疫苗、
ｇｐ３５０四聚体疫苗较ｇｐ３５０单聚体疫苗能诱导更多
中和抗体产生［２１］。诱导ＥＢ病毒蛋白特异性ＣＤ８＋
Ｔ细胞反应清除受ＥＢ病毒感染的Ｂ细胞是另一
ＥＢ病毒疫苗研究热点，主要以ＬＭＰ２和ＥＢＮＡ１
为靶点。但最新研究发现［２２］，以ＥＢＮＡ２为靶点的
特异性ＣＤ８＋Ｔ细胞能够在ＥＢ病毒感染第１天即识
别Ｂ细胞，并有效抑制ＥＢ病毒转化的Ｂ细胞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宿主基因的突变及ＥＢ病毒
ＤＮＡ的遗传变异影响ＥＢ病毒感染及相关免疫反
应。目前已发现３０多个宿主基因突变与ＥＢ病毒
感染有关［１］。对ＥＢ病毒基因组的测序发现［２３］，ＥＢ
病毒基因组所有开放阅读框单核苷酸多态性密度不
一，而潜伏感染相关基因开放阅读框架的单个核苷
酸多态性密度最高；ＥＢ病毒株之间的ＥＢＮＡ３基
因的一些Ｔ细胞表位序列也有广泛的变异。病毒
疫苗和Ｔ细胞疗法的研发不容忽视ＥＢ病毒ＤＮＡ
本身的自然变异。

人工合成分子靶向治疗　ＥＢ病毒ＢＨＲＦ１与
人Ｂｃｌ２同源，能够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发生。
ＥｒｉｋＰｒｏｃｋｏ等［２４］应用电脑设计并实验合成、优化
一种新的蛋白ＢＩＮＤＩ，能够特异性识别并有效结合
ＢＨＲＦ１，诱导ＥＢ病毒感染的肿瘤细胞凋亡，延长ＥＢ
病毒阳性的人类淋巴瘤异种移植病模型的生存期。
Ｔ细胞免疫疗法　Ｖγ９Ｖδ２Ｔ细胞是一种自然

杀伤细胞，参与先天免疫，能够有效启动细胞死亡程
序。Ｄｈａｒｎｉｄｈａｒｋａ等［２５］研究发现：氨羟二磷酸二钠
能诱导细胞内异戊烯焦磷酸积聚，活化Ｖγ９Ｖδ２Ｔ
细胞。静脉输注氨羟二磷酸二钠扩增的人类
Ｖγ９Ｖδ２Ｔ细胞可导致人类Ｂ细胞淋巴增殖病小鼠
模型病灶坏死、钙化及纤维化，抑制肿瘤增殖，延长
存活期。此外，ＥＢ病毒抗原在免疫肿瘤细胞中的广
泛表达预示多克隆病毒特异性细胞毒性Ｔ细胞也
有望在ＥＢ病毒相关肿瘤中应用。

总而言之，ＥＢ病毒人群普遍感染，影响自身免
疫，与多种疾病相关，且可致肿瘤发生。目前无有效
方法预防ＥＢ病毒感染；无ＥＢ病毒特异性的有效抗
病毒药物；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ＥＢ病毒隐性感染
患者无需特殊抗病毒治疗；急性感染期可用抗病毒
治疗结合对症处理。对ＥＢ病毒感染相关恶性肿瘤
和可能并发急性致死性ＥＢ病毒感染相关疾病的高
危人群，如何有效减少体内ＥＢ病毒载量、清除ＥＢ
病毒感染细胞、预防恶性增殖发生是临床仍需攻克
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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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早产新生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的
超声影像学评估
刘鸿　周洁　顾海涛　章晔　周玉丽　武昊　周群芳　唐家伟　周伟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胎龄早产新生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的超声心动图征象及
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１５０例早产儿（试验组）和１５０例足月新生儿（对照组），以胎龄为界
将试验组新生儿分为３组即胎龄２８～３２＋６周亚组（狀＝４８）、３３～３４＋６周亚组（狀＝５６）、３５～３６＋６周亚
组（狀＝４６），对照组分为３７～３８＋６周亚组（狀＝８０）和３８～４１＋６周亚组（狀＝７０）。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型
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仪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室间隔厚度、左心室
后壁厚度、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每搏量、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缩短分数及
心输出量，并计算测算心搏指数及心脏指数、舒张期心肌质量、心肌质量指数、左心室相对厚度、左心
室重构指数及舒张末期容积指数。结果　在体表面积校正后，各胎龄亚组的心脏几何形态学及血流
动力学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日龄（犘＝０．００１）、体长（犘＝０．００１）及体重（低出生体
重儿：犘＝０．０１２；正常出生体重儿：犘＝０．００３；巨大儿：犘＝０．０１６）是新生儿心室质量指数（ＬＶＭＩ）的
独立影响因素。各协变量对新生儿心室重构指数（ＬＶＲＩ）的影响在各胎龄亚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４２．８８，犘＝０．０７６），但对ＬＶＭＩ影响在各胎龄亚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３．６，
犘＜０．００１）。结论　超声心动图评估早产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指标对新生儿心脏的发育
及成熟程度的评价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　　早产儿；新生儿；超声心动图；形态学；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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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期是宫内胎儿至婴幼儿的过渡阶段，早
产新生儿各系统尤其是心肺结构和功能尚未完全发
育成熟［１］，肺血管压力仍然较高，卵圆孔及动脉导管
尚未完全闭合，以右向左分流为特征的“胎儿循环”
持续存在，并常伴有肺动脉高压，加之心肺间的转换
亦需适应性变化［２］，心血管系统疾病往往成为最常
见的新生儿疾病和急危重症之一，是新生儿入住重
症监护病房重要的原因，也是引起早产新生儿死亡
的主要因素［３］。因此，及时有效地对早产新生儿心
脏结构性异常和功能性异常作出明确的诊断及有效
的评估，能显著提高早产新生儿存活率、降低致死
率、有效提高内外科治疗水平和极大改善预后［４］。
本研究以早产新生儿为试验组和足月新生儿为对
照，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测，旨在探讨早产新生儿心脏
几何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的超声征象及影响因素。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选择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以及暨南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等医院的１５０例早产新生儿作为试验组，选择同期
１５０例足月新生儿作为对照组。以胎龄为界将试验
组新生儿分为胎龄２８～３２＋６周亚组（狀＝４８）、３３～
３４＋６周亚组（狀＝５６）、３５～３６＋６周亚组（狀＝４６），对照
组分为３７～３８＋６周亚组（狀＝８０）及３８～４１＋６周亚组
（狀＝７０）。
１．２　试验组及对照组入选标准：早产儿胎龄

（２８～３６＋６周），超声心动图检查日龄（０～２８天），单
胎；对照组入选标准：足月新生儿胎龄（３７～４１＋６），
超声心动图检查日龄（０～２８天），单胎，除外围产期
窒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慢性心力衰竭、吸入
或感染性肺炎及胸部Ｘ线检查异常者。排除标准：
双胎，胎龄＜２８周或＞４２周，未能完成超声心动图
检查及超声心动图采集图像质量较差者。
１．３　仪器与方法：参照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儿

科心脏测量指南的方法［５，６］和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
的评估指南［７９］，采集新生儿心脏的超声学参数并综
合评估。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仪（ＹＺＢ／ＵＳＡ２４８９２０１１），配备ｘＭＡＴＲＩＸ传感
器，２Ｄ探头Ｓ８３或Ｓ５１，频率１～８ＭＨｚ。全部受
检者均在睡眠或安静状态下检查，同步记录心电图
并获取４～５个连续心动周期动态图像存储，进行回
放测量。

应用Ｍ型超声心动图在胸骨旁长轴切面测量：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Ｄ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

径（ＬＶＳＤ）、舒张期室间隔厚度（ＩＶＳＴ）和左心室后
壁厚度（ＬＶＰＷＴ）。在心电图监测下，二维成像模
式下于心尖四腔切面和心尖两腔切面，采用双平面
Ｓｉｍｐｓｏｎ法分别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
（ＬＶＤＶ）、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ＳＶ），并计算每
搏输出量（ＳＶ：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与左心室收缩
末期容积之差值）、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每搏输
出量与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之比）、左心室缩短分数
（ＬＶＦＳ）、心输出量（ＣＯ：每搏输出量与心率之乘
积）、心搏指数（ＳＩ：每搏输出量与体表面积之比）及
心脏指数（ＣＩ：心输出量与体表面积之比）。应用二
维法在胸骨旁长轴切面测量：左心房收缩末期内径
（ＬＡＤ）及主动脉内径（ＡｏＤ）。应用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ｓ
［１０］公式法测算舒张期心肌质量（ＬＶＭ），并用Ｄｕ
Ｂｏｉｓ法计算体表面积（ＢＳＡ）并标准化心肌质量计算
心肌质量指数（ＬＶＭＩ）。左心室相对厚度（ＬＶＲ
ＷＴ）按照公式：（ＩＶＳＴ＋ＬＶＰＷＴ）／ＬＶＤＤ计算，
左心室质量容积比即左心室重构指数（ＬＶＲＩ）按照
公式ＬＶＭ／ＬＶＤＶ计算，舒张末期容积指数（ＬＶＤ
ＶＩ）按照ＬＶＤＶ／ＢＳＡ公式计算。所有超声心动图
测量结果都是基于连续四个心脏周期的平均值。
１．４　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

件进行统计处理。所有定量资料均以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法进行正态分布检测，服从正态分布者以
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者以中位数及四分
位数间距表示。定性资料及等级资料以百分比表
示。定量资料两组组间的比较采用基于性别配对的
ｔ检验；多个亚组间的比较基于方差分析的Ｂｏｎｆｅｒ
ｒｏｎｉ校正检验。分类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确
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法。对所有新生儿的身长、体
重、头围及胸围及Ａｐｇａｒ评分等因素，基于采用Ｃｏ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法，自变量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越大，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新生儿的基线特征比较（表１）
人体测量学指标如身长、体重、体表面积、胸围、

头围；１ｍｉｎ、５ｍｉｎ及１０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在各胎龄
亚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随着胎
龄的增加而增加；其余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
２．２　心脏的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特征（表２）

·３４·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６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２



在各亚组间，在校正体表面积前，ＬＶＲＷＴ、
ＬＶＥＦ、ＬＶＦＳ及ＬＶＳＩ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余参数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在ＢＳＡ校正后，所有参数均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在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校正
ＢＳＡ后，所有参数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２．３　新生儿形态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因素（图

１、２）
以人体测量学及基本的生命体征指标作为协变

量，以ＬＶＲＩ和ＬＶＭＩ为特征的心脏几何形态学及血
流动力学为因变量进行Ｃｏｘ风险回归分析。在人体
测量学，所有协变量均不是ＬＶＲＩ的独立影响因素；
但日龄（犘＝０．００１）、体长（犘＝０．００１）及体重（低出生
体重儿：犘＝０．０１２；正常出生体重儿：犘＝０．００３；巨大
儿：犘＝０．０１６）是新生儿心室质量指数（ＬＶＭＩ）的独
立影响因素。基于所有协变量均值对新生儿心功能
影响的回归分析表明，各协变量对新生儿ＬＶＲＩ的
影响在各胎龄亚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χ２＝
４２．８８，犘＝０．０７６），但对ＬＶＭＩ影响在各胎龄亚组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３．６，犘＜０．００１）。

图１　基于各协变量均值的心室重构指数的回归曲线

图２　基于各协变量均值的心肌质量指数的回归曲线

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人体测量学及临床资料的基线参数比较

参数
对照组（狀＝１５０）

３７～３８＋６
周亚组
（狀＝８０）

３８～４１＋６
周亚组
（狀＝７０）

总数
（狀＝１５０）

试验组（狀＝１５０）
２８～３２＋６
周亚组
（狀＝４８）

３３～３４＋６
周亚组
（狀＝５６）

３５～３６＋６
周亚组
（狀＝４６）

总数

（狀＝１５０）

亚组间比较

统计量Ｆ 犘值

对照组ＶＳ试验组

统计量Ｆ 犘值

胎龄（周） ３７．７８±０．５４４０．０±０．６３３８．７８±１．２３３０．７１±１．３３３３．８７±０．４９３９．７６±０．５０３３．２７±２．２２Ｆ＝８５４．２３＜０．００１Ｆ＝４１０ ＜０．００１
人口统计学
性别（男） 　４８．８％ 　５６．７％ 　５６．３％ 　５４．５％ 　６１．７％ 　４４．１％ 　５４．４％ χ２＝２．５４ ０．６３７χ２＝０．０６７ ０．７９５
日龄（天） ６．０５±４．３０５．６５±５．０５５．８６±４．６３ ４．５０±６．１０５．２８±４．８７５．０３±３．３０５．１０±５．１５Ｆ＝３．２７ ０．１３０Ｆ＝３．０２ ０．０８４
人体测量学
身长（ｃｍ）４８．２３±２．３２４９．４３±２．６０４８．７８±２．５２４１．０１±３．２４４４．２±３．２０４５．６８±３．７０４３．５０±３．８０Ｆ＝５１．０８ ＜０．００１Ｆ＝１２０ ＜０．００１
体重（Ｋｇ） ２９６４±５５８３５４７±７３７　３２３３±７０６ １６１３±３７２２２２５±３９２２５２６±５０４２０９１±５５８ Ｆ＝８１．１３ ＜０．００１Ｆ＝１６５ ＜０．００１
体表面积（ｍ２）０．１８±０．０２０．１９±０．０２　０．１８±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２０．１５±０．０２０．１６±０．０３６０．１４±０．０３Ｆ＝６９．４８ ＜０．００１Ｆ＝１５５ ＜０．００１
头围（ｃｍ）３３．２６±１．５３３４．１６±１．６２　３３．６７±１．６３２８．７７±２．１０３１．３０±１．８２３２．２０±１．５０３０．６４±２．３３Ｆ＝５８．６０ ＜０．００１Ｆ＝１０３ ＜０．００１
胸围（ｃｍ）３２．１６±１．５６３２．７±１．５６　３２．４１±１．５９２７．５６±２．２２３０．０３±１．８３３２．２０±１．５１２９．３４±２．５０Ｆ＝４６．７７ ＜０．００１Ｆ＝９６ ＜０．００１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分钟 ９．４２±１．２０９．５０±１．３２　９．４５±１．２５６．８０±２．７６８．５０±１．７６９．１５±１．４４８．０６±２．３３Ｆ＝１５．６ ＜０．００１Ｆ＝２３．８６ ＜０．００１
５分钟 ９．６９±０．６４９．７０±０．９１　９．７０±０．７８８．４８±１．９０９．４５±０．９０９．７６±０．６１９．１９±１．４０Ｆ＝９．７９５ ＜０．００１Ｆ＝８．８６７ ０．００３
１０分钟 ９．８６±０．３５９．８６±０．３４　９．８６±０．３５９．０９±１．６２９．８３±０．４３９．９１±０．３８９．５９±１．１０Ｆ＝７．６０２ ＜０．００１Ｆ＝４．７１５ ０．０３１

·４４· 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６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２



表２　早产儿与足月儿的心脏几何形态学与血流动力学的基线参数比较

参数
对照组（狀＝１５０）

３７～３８＋６
周亚组
（狀＝８０）

３８～４１＋６
周亚组
（狀＝７０）

总计
（狀＝１５０）

试验组（狀＝１５０）
２８～３２＋６
周亚组
（狀＝４８）

３３～３４＋６
周亚组
（狀＝５６）

３５～３６＋６
周亚组
（狀＝４６）

总计
（狀＝１５０）

几何形态学
　ＬＶＤＤ １６．２７±１．８４１６．８９±２．００１６．５６±１．９３ １４．８６±１．０５１５．４３±１．５３１６．２４±１．９６１５．４５±１．６０
　ＬＶＳＤ ９．９３±１．３７１０．１１±１．５４１０．０１±１．４６ ９．２３±０．６８ ９．４５±１．３０ ９．７６±１．１３ ９．４６±１．０１
　ＩＶＳＴ ３．１１±０．５６ ３．１２±０．４８ ３．１１±０．３６ ３．０２±０．４３ ３．０７±０．５４ ３．１０±０．４５ ３．０６±０．１８
　ＰＷＴ ３．１３±０．４６ ３．１３±０．４５ ３．１３±０．８８ ３．１１±０．２８ ３．１３±０．３６ ３．１３±０．３２ ３．１２±０．６７
　ＬＶＲＷＴ０．３７±０．０４ ０．３７±０．０３ ０．３７±０．００４ ０．４１±０．０２ ０．３９±０．０４ ０．３７±０．０４０．３９０±０．０４
　ＬＶＭ ６．２６±１．０９ ７．０７±２．３１ ６．６４±１．８０ ５．５２±０．９９ ５．７６±０．８８ ６．２４±１．２０ ５．８１±１．０４
　ＬＶＭＩ ３５．１５±６．１２３６．８０±１０．７８３５．７８±８．６０ ４７．７５±１２．７８４０．５５±８．６７４０．０６±６．９１４２．９５±１０．５０
血流动力学
　ＬＶＤＶ ７．６８±２．３２ ７．８３±３．００ ８．０４±２．６６ ５．９７±１．１７ ６．６４±１．８１ ７．６５±２．６０ ６．０８±１．９６
　ＬＶＳＶ ２．１０±０．８４ ２．２３±１．１０ ２．１６±０．９７ １．６７±０．３４ １．８４±０．７６ １．９９±０．７０ １．８２±０．６３
　ＬＶＥＦ ７２．８７±４．７２７２．８６±７．２５７２．８６±５．９８ ７１．６８±４．７８７２．６４±５．８０７２．９１±６．３４７２．３７±５．６０
　ＬＶＦＳ ３９．０３±３．９５４０．９８±８．３８３９．９４±６．４２ ３７．８３±３．８６３８．８２±４．８４３９．１８±５．２４３８．６０±４．６３
　ＬＶＣＯ ０．７５±０．２４ ０．８６±０．３０ ０．８０±０．２７ ０．５９±０．１５ ０．６８±０．１９０．７７±０．３２ ０．６７±０．２３
　ＳＶ ５．５８±１．６３ ６．２４±２．０５ ５．８８±１．８３ ４．３０±１．０２ ４．８０±１．２３ ５．６６±１．６３ ４．８６±１．６０
　ＬＶＣＩ ４．２１±１．３０ ４．４４±１．５３ ４．３１±１．４０ ５．１２±１．６７ ４．７４±１．３６ ４．８７±１．５７ ４．９０±１．５３
　ＬＶＳＩ ３１．２０±８．５１３２．３７±１０．４０３１．７４±９．４０ ３７．０６±１１．１５３３．６０±９．５０３５．８４±１１．５０３５．４３±１０．６８
　ＬＶＲＩ ０．８４±０．１０ ０．８５±０．０９ ０．８４±０．０９ ０．９３±０．０６ ０．８９±０．０９ ０．８５±０．１０ ０．８９±０．０９
　ＬＶＤＶＩ４２．９５±１２．６０４３．９１±１５．００４３．４０±１３．５０ ５１．４８±１３．２７４６．６７±１４．８９４８．４５±１３．００４８．８５±１３．９０

参数 亚组间比较
统计量Ｆ犘值

亚组间比较
统计量Ｆ犘值

对照组ＶＳ试验组
统计量Ｆ犘值 参数 亚组间比较

统计量Ｆ犘值
亚组间比较
统计量Ｆ犘值

对照组ＶＳ试验组
统计量Ｆ犘值

几何形态学
　ＬＶＤＤ ９．１８７０．００１０．７８００．５３９０．００１０．９７３
　ＬＶＳＤ ３．５０２０．００９０．１８３０．９４７０．１６００．６９０
　ＬＶＳＴ ４．２４５０．００８１．４２９０．１５７０．００１０．９７４
　ＰＷＴ ３．３４１０．０１１１．３８７０．２４００．１１６０．７３４
　ＬＶＲＷＴ２．３５７０．０５２１．４３５０．２２４０．００１０．９９４
　ＬＶＭ ７．７１８０．００１１．１６５０．３２７０．０２１０．８８５
　ＬＶＭＩ１１．５４０．００１１．７１９０．１４７０．４９４０．４８３

血流动力学
　ＬＶＤＶ８．０５００．００１０．７２７０．５７５０．００２０．９６５
　ＬＶＳＶ ３．３２７０．０１３０．１２９０．９７２０．１７９０．６７２
　ＬＶＥＦ ０．３４３０．８４９０．１０１０．９８２０．１２９０．７２０
　ＬＶＦＳ １．７８８０．１３３０．４４００．７８００．００１０．９８４
　ＬＶＣＯ６．６９９０．００１０．７５４０．５５７０．４４９０．５０４
　ＳＶ ８．９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３３０．３９１０．０２１０．８８５
　ＬＶＣＩ ２．２４６０．０４９０．５９１０．６７００．１２９０．７２０
　ＬＶＳＩ ２．２３７０．０５７０．９４００．４４２０．０２６０．８７１
　ＬＶＲＩ ７．９１６０．００１１．５８９０．１７９０．００１０．９８７
　ＬＶＤＶＩ２．６６１０．０３４０．６８２０．６０５０．１１７０．７３２

　　注：ＬＶＤ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Ｓ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ＩＶＳＴ舒张期室间隔厚度；ＬＶＰＷＴ：左心室后壁厚度；ＬＶＤＶ：左心室舒张
末期容积；ＬＶＭ：舒张期心肌质量；ＬＶＭＩ：心肌质量指数；ＬＶＤＶ：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ＬＶＳＶ：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ＥＦ：左心室射血分
数；ＬＶＦＳ：左心室缩短分数；ＬＶＣＯ：左心室心输出量；ＳＶ：每搏输出量；ＬＶＣＩ：左心室心脏指数；ＬＶＳＩ：左心室心搏指数；ＬＶＲＩ：左心室重构指
数；ＬＶＤＶＩ：舒张末期容积指数。体表面积（ＢＳＡ）校正前的亚组间比较；体表面积（ＢＳＡ）校正后的亚组间比较；体表面积（ＢＳＡ）校正后组
间比较。

　　３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胎龄在３７孕周前或

早于２５９天出生的活产婴儿称为早产儿或未成熟
儿，在我国指妊娠满２８周至不满３７周间分娩的婴
儿。早产新生儿的心脏几何形态学特征及血流动力
学的动态征象为：肺脏尚未完全膨胀［１１］，肺血管阻
力较大且压力高，正处于从以右室优势的“胎儿循
环”转向以左室优势的由体循环和肺循环构成的“心
肺循环”的适应性过渡阶段［１２，１３］。本研究聚焦于不
同胎龄的新生儿的心脏发育及成长特征，通过对早
产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的超声影像学评

估，并与新生儿的人体测量学、围生期特征及生命体
征相关联，以期对新生儿的心脏结构及功能的变化
规律及特征作一较全面的探讨和揭示。

本研究通过对生后４～６天的新生儿心脏几何
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变化的监测表明，不同胎龄新
生儿的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的基线参数
中，心脏发育的绝对性参数ＬＶＤＤ、ＬＶＳＤ、ＬＡＤ、
Ａｏｄ、ＩＶＳＴ，ＰＷＴ、ＬＶＭ、ＬＶＤＶ、ＬＶＳＶ、ＬＶＣＯ及
ＬＶＳＶ随着胎龄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相对性参数如
ＬＶＲＷＴ、ＬＶＥＦ、ＬＶＦＳ及ＬＶＳＩ在不同胎龄组间
呈现不同的特征，且各亚组间无显著性差异。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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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床上在监测新生儿的心脏结构及功能时，对于
超声影像学参数的评估要充分结合特定的胎龄及考
虑到由体重和身长所决定的体表面积的影响，以提
高临床诊断和筛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降低超声
诊断的误诊率和漏诊率，尤其在伴随可能对心脏形
态和功能造成影响的其他系统疾病时更加具有临床
意义［１４，１５］。

本研究基于对协变量分析后表明ＬＶＭＩ影响
在各胎龄亚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在新
生儿中不论是早产儿还是足月儿尚未有发生心室重
构的趋势，但因心室质量指数由心肌质量及体重和
身长所决定，因此心肌质量指数会伴随新生儿体重
及身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作为心脏的发育及成
熟程度的重要参数，对临床评估心脏形态学和功能
学有重要意义［１６１８］。

鉴于新生儿期循环系统变化规律的特殊性及重
要性，加之新生儿胸壁薄且透声好，因此早期对早产
新生儿心脏几何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超声评
估，不仅可早期辅助筛查心脏先天性缺陷以及排除
新生儿心脏结构或功能的异常，而且对心肺疾病的
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另外，在
高危患儿的监护、评定心血管手术及药物疗效等方
面也可提供更为客观的超声影像学和血流动力学变
化参数，有利于指导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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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９种呼吸道病原体的ＩｇＭ抗体
检测结果分析
邱胜丰　葛高霞　张宪伟　张美娟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系统患者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临床分布情
况，有助于临床医生对儿童呼吸道感染疾病的诊治。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血清中９种病原
体的ＩｇＭ抗体进行检测，并对其感染病原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入选病例共１２０４２例，感
染阳性４６２２例，阳性率为３８．３８％；总体阳性项目数５５０９项，总检出率４５．７５％。阳性率高的前５种
病原体分别为ＭＰ（３４．１６％）、ＲＳＶ（５．９５％）、ＡＤＶ（２．８％）、ＰＩＶ（１．４３％）、ＦｌｕＢ（０．７３％）。ＭＰ、ＦｌｕＢ
和ＰＩＶ的阳性率女童高于男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除ＣＯＸ病原体外，其他病原体的感
染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大部分病原体的感染呈季节性分布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ＭＰ、ＲＳＶ和ＡＤＶ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ＭＰ、
ＦｌｕＢ和ＰＩＶ感染阳性率女童高于男童，并且大多病原体感染均具有年龄和季节分布的特点。

【关键词】　　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九项；Ｉｇ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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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江苏省妇幼保
健院检验科，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通讯作者：张美娟，Ｅｍａｉｌ：ｍｅｉｊｕａｎ１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儿童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随
着全民意识的提高及细菌检测方法的快速进步以及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细菌性感染的比例有所下降，而
甲型流感病毒（ＦｌｕＡ）、乙型流感病毒（ＦｌｕＢ）、肺炎
支原体（ＭＰ）、肺炎衣原体（ＣＰ）、Ｑ热立克次体
（ＣＯＸ）、腺病毒（ＡＤＶ）、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副
流感病毒（ＰＩＶ）和嗜肺军团菌（ＬＰ）等儿童呼吸道病
原体的感染近年来有上升趋势，并得到越来越多的

医护人员和患者的重视［１］。若能早期确诊患者病原
体的感染，将大幅降低各种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减
少患儿治疗时间，提高治愈率。而儿童呼吸道病原
体在感染后１周～２周，血清中特异性的ＩｇＭ抗体
急剧升高，３周～４周达最高峰。因此血清中的ＩｇＭ
抗体可作为早期急性感染的主要指标［２］。儿童９种
呼吸道病原体ＩｇＭ抗体检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儿
童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早期诊治。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对象　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的有呼吸道

症状的患儿１２０４２例，其中男７６１０例，女４４３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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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９８８４例，门诊病人２１５８例。根据患儿年
龄分组：＜１岁婴儿组４９７１例，１岁～３岁幼儿组
３６１１例，４岁～６岁学龄前组２１６２例，＞６岁学龄组
１２９８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５１型显微
镜（日本）；９种呼吸道病原体ＩｇＭ抗体检测试剂盒
ＰＮＥＵＭＯＳＬＩＤＥＩＧＭ（１３Ｍ２５７）
１．３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检测，严

格按照试剂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静脉采取２ｍｌ
患者的血液，２小时内进行测定。检测前需将所有
试剂和载玻片平衡到室温；按１∶１比例稀释血清样
本；用抗人ＩｇＧ吸附剂处理稀释后的血清，离心去
除沉淀；在载玻片每孔中加入１５μｌ吸附过的血清；
放入湿盒中，３７℃温育９０ｍｉｎ；ＰＢＳ简单冲洗后摇
动浸泡１０分钟，蒸馏水冲洗；自然晾干；每孔加入
１５μｌ抗人ＩｇＭＦＩＦＣ结合物溶液；载玻片放入湿
盒，３７℃温育３０ｍｉｎ；加适量封闭介质，小心盖上盖
玻片；用荧光显微镜在４００倍放大率下观察结果。
每次试验都设阳性和阴性对照，以确认试验和试剂
盒的有效性。结果判断：阳性结果：腺病毒、流感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的包被孔中有
１％～１５％细胞出现细胞核、胞浆或胞膜苹果绿色荧
光，军团菌、衣原体或立克次体中所有的菌体出现苹
果绿色荧光；支原体出现细胞外围苹果绿荧光。阴
性结果：无荧光或细胞呈现红色。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学分析，多组数据的样本阳性率分析采用多
组数据χ２检验，已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阳性率的总体分

布　入选患儿共１２０４２例，感染阳性４６２２例，阳性

率为３８．３８％；总体阳性项目数为５５０９项，总阳性
率为４５．７５％。阳性率高的前５种病原体分别为
ＭＰ（３４．１６％）、ＲＳＶ（５．９５％）、ＡＤＶ（２．８％）、ＰＩＶ
（１．４３％）、ＦｌｕＢ（０．７３％）。各病原体之间的感染阳
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１）。
２．２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性别分布　男

性、女性病原体感染阳性率分别为４１．８７％、
５２．３９％。ＭＰ、ＦｌｕＢ和ＰＩＶ的阳性率女性高于男
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他病原体
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表１）。

表１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阳性率分布

病原体阳性例
数（狀）

阳性率
（％）

男 女
例数
（狀）

阳性率
（％）

例数
（狀）

阳性率
（％）

犘值

ＦｌｕＡ 　２０ ０．１７ 　１２０．１６ 　８０．１８ ０．７５４
ＦｌｕＢ 　８８ ０．７３ 　４５０．５９ 　４３０．９７ ０．０１９ａ
ＭＰ ４１１４３４．１６２３１９３０．４７１７９５４０．５０ ０．０００ａ
ＣＰ 　１３ ０．１１ 　６０．０８ 　７０．１６ ０．２０２
ＣＯＸ 　１ 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２
ＡＤＶ ３３７ ２．８０ ２２６２．９７ １１１２．５０ ０．１３５
ＲＳＶ ７１７ ５．９５ ４５６５．９９ ２６１５．８９ ０．８１８
ＰＩＶ １７２ １．４３ 　９５１．２５ 　７７１．７４ ０．０２９ａ
ＬＰ 　４７ ０．３９ 　２７０．３５ 　２００．４５ ０．４１３
合计 ５５０９４５．７５３１８７４１．８７２３２２５２．３９ ０．０００ａ
　　注：ａ表示不同性别比较，犘＜０．０５。

２．３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年龄分布　不
同年龄组的阳性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ＣＯＸ检测仅在１岁～３岁幼儿组检出
１例。ＲＳＶ感染以＜１岁婴儿组阳性率最高，ＦｌｕＡ
和ＡＤＶ感染以１岁～３岁幼儿组阳性率最高，ＦｌｕＢ
和ＰＩＶ感染以４岁～６岁学龄前组阳性率最高，ＭＰ、
ＬＰ和ＣＰ感染以＞６岁学龄组阳性率最高（表２）。

表２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年龄分布

病原体
＜１岁

阳性
数（狀）

阳性
率（％）

１岁～３岁
阳性
数（狀）

阳性
率（％）

４岁～６岁
阳性
数（狀）

阳性
率（％）

＞６岁
阳性
数（狀）

阳性
率（％）

犘值

ＦｌｕＡ 　６ ０．１２ 　１２ ０．３３ 　１ ０．０５ 　１ ０．０８ ０．０２８ａ
ＦｌｕＢ 　３ ０．０６ 　４３ １．１９ 　３１ １．４３ １１ ０．８５ ０．０００ａ
ＭＰ ４８４ ９．７４ １６４０ ４５．４２ １２４０ ５７．３５ ７５０ ５７．７８ ０．０００ａ
Ｃ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３ 　１ ０．０５ １１ ０．８５ ０．０００ａ
ＣＯ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５０６
ＡＤＶ ９９ １．９９ １６４ ４．５４ 　５４ ２．５０ ２０ １．５４ ０．０００ａ
ＲＳＶ ３７５ ７．５４ １８２ ５．０４ １０７ ４．９５ ５３ ４．０８ ０．０００ａ
ＰＩＶ １４ ０．２８ 　３９ １．０８ 　７７ ３．５６ ４２ ３．２４ ０．０００ａ
ＬＰ 　１ ０．０２ 　２４ ０．６６ 　１３ ０．６０ 　９ ０．６９ ０．０００ａ
合计 ９８２ １９．７５ ２１０６ ５８．３２ １５２４ ７０．４９ ８９７ ６９．１１ ０．０００ａ

　　注：ａ表示不同年龄组比较，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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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季节分布

病原体
第１季度（狀＝３１８０）
阳性数
（狀）

阳性率
（％）

第２季度（狀＝２８４８）
阳性数
（狀）

阳性率
（％）

第３季度（狀＝２５８６）
阳性数
（狀）

阳性率
（％）

第４季度（狀＝３４０８）
阳性数
（狀）

阳性率
（％）

犘值

ＦｌｕＡ 　１８ ０．５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ａ
ＦｌｕＢ 　４８ １．５１ 　２７ ０．９５ 　５ ０．１９ 　８ ０．２３ ０．０００ａ
ＭＰ ８５６ ２６．９２ ９５５ ３３．５３ １０９７ ４２．４２ １２０６ ３５．３９ ０．０００ａ
ＣＰ 　７ ０．２２ 　４ 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６ ０．０５７
ＣＯ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３５９
ＡＤＶ １５１ ４．７５ １１１ ３．９０ 　２２ ０．８５ 　５３ １．５６ ０．０００ａ
ＲＳＶ ４０２ １２．６４ １３５ ４．７４ 　９ ０．３５ １７１ ５．０２ ０．０００ａ
ＰＩＶ 　８０ ２．５２ 　４４ １．５４ 　２７ １．０４ 　２１ ０．６２ ０．０００ａ
ＬＰ 　１３ ０．４１ 　１１ ０．３９ 　１０ ０．３９ 　１３ ０．３８ ０．４４１
合计 １５７５ ４９．５３ １２８８ ４５．２２ １１７２ ４５．３２ １４７４ ４３．２５ ０．０００ａ

　　注：ａ表示不同季节比较，犘＜０．０５。

　　２．４　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阳性率的季节性
分布　根据患儿的检测时间分为４个季节，ＦｌｕＡ、
ＦｌｕＢ、ＭＰ、ＡＤＶ、ＲＳＶ和ＰＩＶ在不同季节的阳性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ＣＰ和ＬＰ阳性
率的季节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ＣＯＸ
仅在第２季度发生１例（表３）。
３　讨论
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儿童呼

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极其繁杂，其中病毒感染约
占一半以上［３］，呼吸道感染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因
此各种病原体感染的快速检测可以及时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

本研究中总样本量达到１２０４２例，远远大于近
几年相关报道的数据。大样本量分析可以减少随机
误差。通过对本组患者各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分布
情况的分析发现：儿童呼吸道感染最多的病原体前
３名主要为肺炎支原体（ＭＰ）、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和腺病毒（ＡＤＶ），这与董玉琳等人的报道相
同［４］。通过本组数据发现女童乙型流感病毒
（ＦｌｕＢ）、肺炎支原体（ＭＰ）、肺炎衣原体（ＣＰ）和副流
感病毒（ＰＩＶ）阳性率大于男童，这可能与女孩较男
孩相对文静，室外活动少，活动范围和活动量少有
关［５］。通过对年龄分布的比较，发现年龄＜１岁组
的患者较其他年龄组的感染阳性率低，而学龄前组
和学龄组相对比较集中，儿童抵抗力较低，增加了病
原体感染的机率。同时通过对本组数据的比较分
析，希望引起相关教育部门对儿童卫生宣教的重视，
减少交叉感染，降低感染率。通过对去年不同季节
的患者的阳性率分析，发现在第１季度，肺炎支原体
（ＭＰ）的感染率比其它季度低，而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腺病毒（ＡＤＶ）和副流感病毒（ＰＩＶ）感染率

最高，可见呼吸道病毒好发于冬季、春季，与俞晓春
等人报道的浙江地区病毒好发率相似。病毒感染率
与当地气候有关［６］，这可能是江苏、浙江地区气候类
似，故发病率相似。

通过对患者９种呼吸道病原体总体发病率的分
析发现，ＭＰ是九种病原体中感染率最高的病原体，
在各个年龄段，全年各季度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病
原体。由于支原体细胞结构中没有细胞壁，所以对
青霉素及头孢类的药物有耐药性，对喹诺酮类及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敏感性强，但喹诺酮类的药物不
适用于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儿童［７］。因此，临床上
常用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物包括红霉素、罗红霉素、
乙酰螺旋霉素、阿奇霉素等。其中阿奇霉素因具有
良好的组织渗透性，对肺组织中感染部位的敏感性
较高，是临床上治疗ＭＰ感染的常用药物［８］，早期检
测９种呼吸道病原体对于指导临床用药有重要意
义。

通过本组资料分析发现，儿童９种呼吸道病原
体联合检测可以早期、快速确定病原学的种类，极大
地缩短患者治疗时间，有效地指导临床选择抗菌药
物，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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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静脉营养的氨基酸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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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低、极低出生体重儿在生命早期多存在宫外发育迟缓，积极早期的营养策略有
利于早产儿的发育需求。本研究旨在评价适宜氨基酸营养对早产儿的生长发育和代谢的影响，评价
其安全性及有效性，探讨合理的早产儿氨基酸应用策略。方法　收纳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出
生体重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ｇ的早产儿１０７例，对照组８１例，研究组２６例。患儿均在出生后２ｈ内开始静脉
营养，对照组氨基酸起始剂量为１．０～１．５ｇ／ｋｇ／ｄ，研究组起始剂量为２．０～２．５ｇ／ｋｇ／ｄ。脂肪乳、葡
萄糖及电解质的应用均按统一静脉营养方案执行，记录患儿出生基本情况、生长发育、生化检测、并
发症等资料。结果　两组早产儿的胎龄、出生体重、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无统计学差异。研究组１周内总
蛋白、非蛋白热卡摄入高于对照组，生后２周内的总热卡摄入高于对照组，但犘＞０．０５。与对照组相
比研究组较早开奶（５．６４±５．８１ｖｓ．３．５４±３．１８）ｄ，犘＝０．０２；较快达完全肠内营养（２１．２１±１５．６３
ｖｓ．１６．５０±９．５４）ｄ，犘＝０．０７；较早恢复出生体重时间（９．１９±９．５０ｖｓ．７．３５±４．５５）ｄ，犘＝０．１９；静
脉营养时间缩短（２２．３３±１８．１０ｖｓ．１６．８８±８．９９）ｄ，犘＝０．０４；住院时间缩短（２４．２２±１５．６２ｖｓ．
２０．６２±１０．４１）ｄ，犘＝０．１８、住院费用减少（３７４９９．５８±７１１４６．８０ｖｓ．２１９２９．００±１１９４５．４２）元，犘＝
０．０６。研究组代谢性酸中毒显著下降，犘＝０．０２，研究组早产儿不增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宫
外发育迟缓、胆汁淤积、动脉导管未闭、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院内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人工
通气时间和氧疗时间，研究组代谢紊乱（高血糖、低血糖、低钙血症、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低镁血症）
等并发症与对照组相当，犘＞０．０５。结论　早产儿生后２ｈ内需尽早供给氨基酸，起始剂量高于２ｇ／
ｋｇ／ｄ有助于早产儿提早开奶、缩短静脉营养；有利于代谢的稳定、减少并发症风险，缩短住院时间，降低
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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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ｎ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ｌｏｒｉｅｉｎｔａｋｅ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ｅｅｋ
ａｆｔｅｒ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ａｌｏｒｉｅｉｎｔａｋ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ｗｅｅｋｓ（犘＞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ｆａｎ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ｉｍｅｏｆ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ａｌｆｅｅｄｉｎｇ（５．６４±５．８１ｖｓ．３．５４±３．１８）ｄ，犘＝０．０２，ｅａｒｌｉｅ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１．２１±１５．６３ｖｓ．１６．５０±９．５４）ｄ，犘＝０．０７，ｅａｒｌｉ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９．１９±９．５０ｖｓ．７．３５
±４．５５）ｄ，犘＝０．１９，ｓｈｏｒｔｅｒ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２．３３±１８．１０ｖｓ．１６．８８±８．９９）ｄ，犘＝
０．０４，ｓｈｏｒｔｅｒ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２４．２２±１５．６２ｖｓ．２０．６２±１０．４１）ｄ，犘＝０．１８ａｎｄｌｏｗｅｒ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４９９．５８±７１４６．８０ｖｓ．２１９２９．００±１１９４５．４２），犘＝０．０６．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ｏｓｉ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ｌｉｔｉｓ，ｓｅｐｓｉｓ，ＥＵＧＲ，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ｈｏｌｅｓｔａｓｉｓ，ｐａｔｅｎｔｄｕｃｔ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ｕ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犘＞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ｈｙｐｏｃａｌｃｅｍｉａ，ｈｙｐｏｎａｔｒｅｍｉａ，ｈｙｐｏｋａｌｅｍｉａａｎｄｈｙｐｏｍａｇｎｅｓｅｍｉａｅｔｃ．）ｗｅｒ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２ｈａｆｔｅｒｂｉｒｔｈ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ｓｔａｒｔｅｄｏｎ＞２．０ｇ／ｋｇ／ｄＡＡ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ｅａｒｌｉｅ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ｅｒ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ｓ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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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早产儿的存活率不断提高，但生后的营养
支持仍远远不足［１３］，早产儿生长发育和生存质量越
来受到广泛关注。合理的营养供给是决定早产儿存
活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将对婴幼儿期的体格生长、智
能发育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国多中心调查显
示：早产儿在出院时体重、头围、身长分别有６０％、
２９．５％及５８．９％低于第１０百分位［３］。宫外生长发
育迟缓（ｅｘ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ＵＧＲ）与
患儿婴幼儿期语言困难、认知能力低下密切相关。

早产儿宫内蛋白质储备不足，生后早期的蛋白
质需求较高，然而过度的营养供给会导致代谢压力
增加，在早产儿的生长发育需求与代谢压力之间寻
找最佳策略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因此本研究拟通过
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探讨早产儿在生后早期应用
不同剂量氨基酸静脉营养的近期疗效和耐受情况，
分析不同胃肠外营养策略对低、极低出生体重儿生
长发育和代谢的影响，为早产儿早期输注氨基酸的
合理方案提供临床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收治江

苏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早产儿，生后１ｈ内即由
产科转入ＮＩＣＵ，胎龄＜３７周，出生体重＜２５００ｇ。
排除标准：①严重先天性畸形（２１三体、先天性膈
疝、脐膨出；先天性消化道畸形：食道闭锁、肠闭锁
等）；②影响全身血流动力学的严重紫绀型先天性心
脏病（如大动脉转位、法乐氏四联症等）；③患有先天
性遗传代谢性疾病；④未获得父母的知情同意书。
最终１０７例早产儿纳入研究，其中男５６例，女５１
例，出生体重１０００ｇ～２４３０ｇ，总体均数（１７９８．０７±
３９３．７９）ｇ。

１．２　研究对象分组
对照组患儿生后２ｈ内给予小儿复方氨基酸，

起始剂量从１．０～１．５ｇ／ｋｇ／ｄ开始，随后每天增加
０．５ｇ／ｋｇ／ｄ，直至最大剂量３．５ｇ／ｋｇ／ｄ。研究组患儿
生后２ｈ内给与小儿复方氨基酸（１９ＡＡＩ）起始剂量从
２．０～２．５ｇ／ｋｇ／ｄ开始，逐日增加１ｇ／ｋｇ／ｄ，直至达到
最大剂量４～４．５ｇ／ｋｇ／ｄ。

本研究在获得江苏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同意，伦理批准号：２０１５ＳＲ０３１，中国临床试验中心
注册号：ＣｈｉＣＴＲＩＰＲ１５００６１０６。静脉营养实施获
得患儿监护人的知情同意。研究对象、临床医生、观
察记录员采用盲法原则。

１．３　静脉营养方案
选用６％的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１９ＡＡＩ）

（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含有较高
浓度的小儿必需氨基酸，其中有组氨酸、酪氨酸、半
胱氨酸，适量的谷氨酸和门冬氨酸以及牛磺酸。产
品批号：Ｇ１４１１１５６。

静脉营养配置采用指南［４］推荐的“全合一”的方
案，脂肪乳、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电解质等各种
营养素在无菌条件下混合后输注。静脉营养液短期
使用者经外周静脉输注，如静脉营养输注＞２周者，
经外周穿刺中心静脉置管输入。脂肪乳剂选择中长
链脂肪乳注射液力保肪宁，维生素供给选用水乐维
他和维他利匹特，按生理需要配制于静脉营养液中。
全静脉营养液的配制工作均在洁净工作台上完成，
严格无菌操作。液体的配制顺序为先将电解质、水
溶性维生素、微量元素加入葡萄糖溶液中，再将氨基
酸加入；脂溶性维生素先加入脂肪乳剂中，脂肪乳剂
最后加入混合液中，营养液体现配即用，２２～２４ｈ内
匀速滴注。
１．４　临床观察指标
入院时记录早产儿的性别、胎龄、出生体重、母

孕期合并症及并发症等基本资料。记录入院后喂养
方式，１周内每天总的蛋白质摄人量，检测体重。出
院后记录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平均静脉营养时间、氮平衡（生后第１ｄ、４ｄ、７ｄ检
测）。早产儿的日平均体重增长率、最大体重下降
值，恢复出生体重时间、达足量经口喂养时间、
ＥＵＧＲ发生情况。住院期间记录每例早产儿的喂养
情况和静脉营养的应用，总的蛋白质摄入、平均静脉
营养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记录每周肠内外
营养摄入：包括液量、氨基酸、蛋白质、热卡、非蛋白
氮热卡等；记录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坏死
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机械通气、氧疗等情况。生
后第１天、第１、２周末检测血气分析、总胆红素、谷
丙转氨酶、血尿素氮、血肌酐水平。观察终点至出院
日，出院体重标准为≥１８００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资料汇总至协调中心统一处理分析。

数据录入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采用统计软件ＳＡＳ９．２
进行分析，数据统计人员并不知晓患儿的临床情况。
独立变量的正态分布以均值±标准差（珚狓±狊）表示，
非独立变量以个数百分数（ｎ％）表示。非正态分布
数据以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Ｍ（Ｐ２５Ｐ７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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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变量两组间用ｔ检验进行分析，发生率的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
犘＜０．０５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入组早产儿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患儿的基线资料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早产儿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胎龄
（周）

剖腹产
ｎ（％）

出生体重
（ｇ）

出生身长
（ｃｍ）

小于胎龄儿
ｎ（％）

新生儿窒息
ｎ（％）

对照组 ８１ ４２／３９３２．６５±２．２１６３（７７．７８） １７６６．２５±３９６．０８４２．５６±２．９９２０（２４．６９） １９（２３．４６）
研究组 ２６ １４／１２３３．１８±１．８７１６（６１．５４） １９１９．２３±３７１．２３４３．６０±２．６４ ７（２６．９２） ３（１１．５４）
犉／χ２值 ０．０３ｂ １．１０ａ ２．６９ｂ １．７４ａ －１．４０ａ 精确概率法ｂ １．７１ｂ
犘值 ０．８６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６１ ０．１９

　　注：ａ：Ｆ值，ｂ：χ２值
　　２．２　比较两组早产儿肠内、肠外营养摄入情况

记录两组患儿生后总蛋白摄入、非蛋白热卡以
及总热卡摄入，比较发现生后１周内研究组患儿的
总蛋白摄入以及非蛋白热卡高于对照组。生后２周
内，研究组患儿总热卡摄入高于对照组。但统计量
尚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图１～３。

图１　两组早产儿生后１周总蛋白摄入比较（ｇ／ｋｇ／ｄ）

图２　两组早产儿生后１周非蛋白热卡摄入比较（Ｋｃａｌ／ｋｇ／ｄ）

图３　两组早产儿生后２周总热卡摄入比较（Ｋｃａｌ／ｋｇ／ｄ）

　　２．３　两组早产儿住院情况比较
尽管两组早产儿生后的最大体重下降值接近，

研究组早产儿开奶时间、达完全肠内营养时间、恢复
出生体重时间、静脉营养时间和住院时间、住院费用
具有明显优势。由于研究组例数尚少，部分研究指
标不具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两组早产儿生化指标比较
比较各组早产儿入院后７ｄ、１４ｄ的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ｐＨ值、碳酸氢盐、谷丙转氨酶、谷草转
氨酶、血尿素氮、肌酐等生化检测水平，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２．５　两组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儿代谢性酸中毒显著下降（犘＝

０．０２），研究组早产儿在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
ＥＵＧＲ、胆汁淤积、动脉导管未闭、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院内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下降，且

表２　各组早产儿住院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开奶时间

（珚狓±狊，ｄ）
达完全肠内营养
时间（珚狓±狊，ｄ）

静脉营养时
间（珚狓±狊，ｄ）

最大体重下
降（珚狓±狊，ｇ）

恢复出生体重
时间（珚狓±狊，ｄ）

住院时间
（珚狓±狊，ｄ）

住院费用
（珚狓±狊，元）

对照组 ８１５．６４±５．８１２１．２１±１５．６３２２．３３±１８．１０８１．８６±７３．０５９．１９±９．５０２４．２２±１５．６２３７４９９．５８±７１１４６．８０
研究组 ２６３．５４±３．１８１６．５０±９．５４ １６．８８±８．９９８１．８５±６４．２８７．３５±４．５５２０．６２±１０．４１２１９２９．００±１１９４５．４２
犉值 ２．３４ １．８５ ２．０４ 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５ １．８９
犘值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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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早产儿生化指标比较（珚狓±狊）
生化指标 对照组（狀＝８１） 研究组（狀＝２６） 犉值 犘值

ｄ７ＰＨ 　７．４０±０．０６ 　７．３９±０．０５ １．０９ ０．２８
ｄ７碳酸氢根（ｍｍｏｌ／Ｌ） ２３．０２±３．８４ ２３．１５±３．４５ ０．１５ ０．８８
ｄ７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３１．４０±３７．１８ １４５．０１±４３．７３ １．３１ ０．２
ｄ７直接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４．７４±１２．５４ １５．０３±３．９３ ０．１５ ０．８８
ｄ７谷丙转氨酶（Ｕ／Ｌ） 　８．４９±１０．９１ 　７．３９±５．０５ ０．５９ ０．５６
ｄ７谷草转氨酶（Ｕ／Ｌ） ３０．９８±９．６４ ２７．５４±１１．４７ １．２７ ０．２１
ｄ７γ谷氨酰胺转肽酶（Ｕ／Ｌ） １５６．０２±８５．３７ １８８．８９±１１４．５１ １．３４ ０．１８
ｄ７尿素氮（ｍｏｌ／Ｌ） 　４．６９±４．４５ 　３．４２±１．６２ １．７６ ０．０８
ｄ７肌酐（μｍｏｌ／Ｌ） ５３．７４±２４．２１ ４７．２６±１８．２９ １．０２ ０．３１
ｄ１４ＰＨ 　７．３９±０．０６ 　７．３９±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９８
ｄ１４碳酸氢根（ｍｍｏｌ／Ｌ） ２３．４６±３．６０ ２３．７４±２．３８ ０．２６ ０．８
ｄ１４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０１．８６±３４．４０ １１１．５９±２９．４５ ０．８１ ０．４２
ｄ１４直接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４．２４±５．０８ １８．６１±２１．７６ １．０６ ０．２９
ｄ１４谷丙转氨酶（Ｕ／Ｌ） 　６．２８±２．１２ 　６．５３±４．１４ ０．１７ ０．８６
ｄ１４谷草转氨酶（Ｕ／Ｌ） ２４．５１±７．５５ ２１．２３±６．４１ １．２３ ０．２３
ｄ１４γ谷氨酰胺转肽酶（Ｕ／Ｌ） ２０９．３５±１４２．３１ １３２．７２±８９．５３ １．５２ ０．１４
ｄ１４尿素氮（ｍｏｌ／Ｌ） 　４．３６±２．８８ 　２．６２±１．６４ １．６２ ０．１１
ｄ１４肌酐（μｍｏｌ／Ｌ） ５４．８７±１３．８６ ５１．０２±１３．１４ ０．７４ ０．４７

　　ａ：犉值，ｂ：χ２值 表４　各组早产儿并发症的比较（ｎ（％）／珚狓±狊）
　　　并发症 对照组（狀＝８１） 研究组（狀＝２６） Ｆ／χ２值 犘值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８（９．８８） 　２（７．６９） 精确概率法 　１
败血症 　６（７．４１） 　１（３．８５） 精确概率法 　１
宫外发育迟缓 １９（２３．４６） 　２（７．６９） 　３．１０ｂ ０．０８
胆汁淤积 　９（１１．１１） 　１（３．８５） 精确概率法 ０．４５
动脉导管未闭 １７（２１．２５％） 　７（２６．９２） 　０．３６ｂ ０．５５
呼吸窘迫综合征 ２９（３５．８０） 　５（１９．２３） 　２．４９ｂ ０．１１
院内感染 　４（５．０６） 　１（４．００） 精确概率法 　１
代谢性酸中毒 ３７（４５．６８） 　５（１９．２３） 　５．７７ｂ ０．０２
高血糖 　３（３．７０） 　０（０．００） 精确概率法 　１
低血糖 ３３（４１．２５） 　９（３４．６２） 　０．３６ｂ ０．５５
低钙血症 ６２（７６．５４） １６（６１．５４） 　２．２４ｂ ０．１３
低钠血症 １２（１４．８１） 　２（７．６９） 精确概率法 ０．５１
低钾血症 １６（１９．７５） 　３（１１．５４） 精确概率法 ０．５６
低镁血症 ３０（３７．０４） 　５（１９．２３） 　２．８４ｂ ０．０９
人工通气时间（天） ２４．５１±７．５５ ２１．２３±６．４１ 　１．２３ ０．２３
氧疗时间（天） ２０９．３５±１４２．３１ １３２．７２±８９．５３ 　１．５２ ０．１４
ｄ１４尿素氮（ｍｇ／ｄｌ） 　４．３６±２．８８ 　２．６２±１．６４ 　１．６２ ０．１１
ｄ１４肌酐（ｍｇ／ｄｌ） ５４．８７±１３．８６ ５１．０２±１３．１４ 　０．７４ ０．４７

　　ａ：犉值，ｂ：χ２值
人工通气时间和氧疗时间缩短，研究组代谢紊乱（高
血糖、低血糖、低钙血症、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低镁
血症）等并发症发生率下降，但因研究组参与统计量
较少，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详见表４。
３　讨论
近年来，早产儿肠内外营养策略不断更新，但仍

存在诸多争议。既往的静脉营养方案顾虑早产儿代
谢和耐受能力，营养支持趋于保守，大部分早产儿存
在ＥＵＧＲ。欧洲儿科胃肠肝病学和营养学会的研

究表明［５］，中后期胎儿的蛋白质储备约为１．７ｇ／ｋｇ／
ｄ，蛋白质丢失量约为０．７ｇ／ｋｇ／ｄ，而早产儿快速生
长需要正氮平衡，负氮平衡不利于疾病恢复，有碍生
长［６］；谢恩萍等［７］研究采用氨基酸１．５ｇ／ｋｇ／ｄ的起
始剂量，但入组早产儿仍表现明显负氮平衡，提示氨
基酸１．５ｇ／ｋｇ／ｄ不足以抵消蛋白质分解。２０１３年
“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指出，新生儿
生后２４ｈ内即可应用（肾功能不全者例外），从１．５～
２．０ｇ／ｋｇ／ｄ开始，早产儿可增至３．５～４．０ｇ／ｋ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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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２００６年指南［４］推荐，在生后１２～２４ｈ使用氨
基酸，早产儿１．０／ｋｇ／ｄ开始，按照０．５ｇ／ｋｇ／ｄ的速
度递增至３．５ｇ／ｋｇ／ｄ。因此新旧指南方案对比，氨
基酸的首剂量尤其是早产儿的首剂量有显著的提
升，且首剂量的使用时间也放宽了时限，可见早期给
与氨基酸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由于早期摄入大量
氨基酸是否引起高氨血症、高胆红素血症、代谢性酸
中毒、肾功能损害、液量过多、外周静脉炎、动脉导管
未闭、胆汁淤积性肝炎等临床并发症存在分歧，探讨
低体重早产儿对蛋白质的需求及肠外营养中氨基酸
的合理使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国
外早期使用大剂量氨基酸的临床试验基础上，对出
生体重１０００ｇ～２５００ｇ的早产儿氨基酸使用时间和
剂量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为国内
低出生、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早期使用适宜剂量氨
基酸提供临床依据。
２０１０年欧洲早产儿营养指南推荐，早产儿适宜

能量摄人为２６．３１～３２．２８ｋＪ／ｋｇ／ｄ，适宜的蛋白能
量比为３．２～４．１ｇ／２３．９１ｋＪ，蛋白质摄入在３．５～
４．５ｇ／ｋｇ／ｄ时，体重增长速率与蛋白质摄入呈线性
关系［５］，蛋白质能量比相当重要。早产儿接受２～３
ｇ／ｋｇ／ｄ的氨基酸即可避免内源性蛋白质分解，但是
国内的多中心ＮＩＣＵ调查仍有８４．７％的早产儿存
在热卡摄入不足［１］。发生ＥＵＧＲ主要原因是生后
蛋白质和能量供应不足，氨基酸不仅用于蛋白质的
合成，还可提供能量。高剂量的氨基酸及蛋白质则
有助于促进肌肉和骨骼的发育。在能量供给充足
时，蛋白质是生长的重要促进因素。我们的研究提
示，高剂量氨基酸组早产儿生后一周的总蛋白摄入、
非蛋白热卡、总热卡摄入均高于低剂量对照组。且
高剂量研究组氨基酸ＥＵＧＲ的发生率低于低剂量
对照组，因研究组入组例数较少，尚无统计学差异。

尽管２０１３年指南［４］指出２４ｈ内即可供给氨基
酸，但具体时点未予明确。目前研究多采用出生２４
ｈ内静脉补充氨基酸，以反复证实为安全有效［９］。
本研究收纳生后即转入我科的低体重、极低体重早
产儿，生后２ｈ内及早补充氨基酸，较既往研究方案
使用时间提早［３，７，１０］。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静脉营养
的各组早产儿常见并发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胆汁
淤积、动脉导管未闭、呼吸窘迫综合征、代谢紊乱等
并发症与文献相比无增加［３，９，１１］，可见早期给与氨基
酸不增加早产儿并发症风险。

进一步本研究比较２组早产儿的在院情况提

示，较高剂量氨基酸能够提供早产儿足够的蛋白需
求和能量需要，减少了早产儿的消耗，缩短了开奶时
间２．１ｄ和静脉营养时间４．７ｄ，差异具统计学意
义。虽然最大体重下降值差别不明显，但是高剂量
组早产儿能更早恢复出生体重１．８ｄ，较对照组患儿
生长发育更接近宫内生长发育水平。高剂量组氨基
酸早产儿住院时间缩短３．６ｄ，降低了平均住院费
用，从而显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调查显示［３］

出生体重小于第１０百分位、开奶延迟是导致早产儿
ＥＵＧＲ的危险因素，本研究起始给与高剂量氨基酸
组开奶显著提早，可见积极的营养支持策略可促进
早期早产儿生长发育，减少ＥＵＧＲ发生，对改善早
产儿的营养状况及远期预后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静脉营养氨基酸是胆汁淤积的危险
因素［１２］，而积极早期、高比例肠道营养可降低胆汁
淤积［１３］。早期喂养也能通过刺激肠道的神经系统
刺激胃肠激素的释放，配合适宜的静脉营养策略进
一步促进胃肠道动力成熟，缩短肠外静脉营养时间，
减少胆汁淤积性肝炎发生。本研究发现高剂量组（１
例）发生率低于低剂量组（９例）（３．８５％ｖｓ．
１１．１１％），考虑与早高剂量研究组生后肠内营养建
立较早，静脉营养时间缩短有关。

既往认为氨基酸给与剂量过大会引起早产儿肾
功能损害和代谢性酸中毒等内环境异常。随着静脉
营养技术不断改进，针对早产儿生理特点的氨基酸
溶液配比逐渐优化，近年来的静脉营养配方中增加
了较高浓度的必需氨基酸，其中组氨酸、酪氨酸、半
胱氨酸、甘氨酸含量较低，以防止血氨过高，其氨基
酸构成更加符合早产儿的生理特点。本研究发现早
产儿生后２ｈ即以高剂量的氨基酸＞２ｇ／ｋｇ／ｄ降低
高血糖、低血糖、各类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但统计
量有限，未显示统计学差异。我们的研究显示，在无
肝肾功能损害的早产儿，早期应用高剂量氨基酸时，
代谢性酸中毒、肾功损害、高胆红素血症、胆汁淤积
的发生率较对照组降低，但尚未显示统计学差异。
比较２组的血尿素氮、肌酐、ＰＨ及碳酸氢根无统计
学差异，提示＞２ｇ／ｋｇ／ｄ的氨基酸初始剂量并不会
增加肾脏负荷，在早产儿中安全的，可早期达到正氮
平衡，从而有利于其脑部发育和认知功能的建立，与
既往研究相一致［１４１５］。

优化早产儿营养，改善生命质量是一个值得长
期深入探讨的课题。本研究的病例收集仅纳入本院

（下转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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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患儿的应用效果
张倩　冯建萍　徐文苏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讯作者：徐文苏　Ｅｍａｉｌ：ｗｉｎｓｕｅ６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　目的　观察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对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手术患儿的影响。方法
ＣＨＤ手术患儿６０例，年龄２～５岁。随机分为两组：Ａ组接受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并由父母陪同患
儿进入手术室；Ｂ组接受常规术前护理。记录围术期心率变化，评估患儿术前焦虑评分和麻醉诱导
抗拒评分。结果　Ａ组患儿在离开病房和麻醉诱导时的心率明显慢于Ｂ组（犘＜０．０５）。Ａ组患儿在
离开病房时、父母离开手术室时和麻醉诱导时的焦虑评分均低于Ｂ组（犘＜０．０５），同时Ａ组患儿对
麻醉诱导的抗拒评分轻于Ｂ组（犘＜０．０５）。结论　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ＣＨＤ患儿术前
的焦虑程度，提高对麻醉的配合度。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个性化护理干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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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是胚胎发育早期由于某
种原因造成胎儿心脏及大血管的结构发育异常导致
的心脏血管畸形［１］。我国每年约有１５万ＣＨＤ患
儿出生。ＣＨＤ不仅会影响患儿的生长和心理发育，
还会影响到患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预期寿命，给家
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随着心脏外科技术
的进步，ＣＨＤ患儿进行手术干预的年龄逐年降低，
目前多数ＣＨＤ患儿在５～６岁前进行手术治疗。
由于这些患儿年龄小，心理发育还不成熟，手术创伤
和外部环境的改变等对儿童产生的应激反应会对儿

童的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有些甚至会影响患儿日
后的学习、生活［２］。本文探讨术前个性化护理干预
在ＣＨＤ患儿的应用效果。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拟行手术治疗的ＣＨＤ患儿６０例，年龄２～５

岁，男、女各３０例。排除复杂心脏畸形、先天性智障
患儿。所有患儿无使用镇静、麻醉类药品史，无心理
障碍、住院史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史。将６０例患儿
分为Ａ、Ｂ两组，每组３０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构
成比例和病情等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患儿均与父
母一起生活；Ａ组的护理方法获患儿家长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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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１．心理护理干预方法　两组均接受常规术前

访视，向患儿家属讲解术前注意事项，常规术前护
理。Ａ组除上述措施外，术前１ｄ，手术室巡回护士
穿着带有卡通图案的洗手衣，跟患儿和家属进行交
谈，通过让他们观看手术室设备、仪器等照片，给他
们介绍手术室环境，从而让他们对手术室有感性的
认识，减轻患儿对手术室环境的恐惧心理，取得患儿
的信任。手术当天，巡回护士和麻醉师一起到病房
接患儿，先跟患儿交谈、游戏，待患儿熟悉后，在父母
的陪同下由巡回护士抱入手术间，并在手术间播放
儿童音乐。
２．观察指标　（１）记录Ｔ１（夜间睡眠时）、Ｔ２

（患儿离开病房时）、Ｔ３（麻醉诱导时）、Ｔ４（麻醉后）

四个时间点的心率；（２）采用改良耶鲁术前焦虑评分
方法评估Ｔ２、Ｔ２ｂ（患儿父母离开手术室时）、Ｔ３三
个时间点的焦虑评分（分值越低，焦虑越轻）［３］；（３）
记录麻醉诱导时的抗拒评分（反应合作程度）［４］。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数据用

均数±标准差（珚狓±狊）表示，行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Ａ组患儿在Ｔ２、Ｔ３时间点心率低于Ｂ组

（犘＜０．０５）；Ａ组患儿焦虑评分低于Ｂ组
（犘＜０．０５），麻醉诱导抗拒评分也低于Ｂ组
（犘＜０．０５）（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心率、焦虑评分和麻醉诱导抗拒评分呢（珚狓±狊，狀＝３０）
组别 心率（次／分）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焦虑评分（分）

Ｔ２ Ｔ２ｂＴ３
麻醉诱导

抗拒评分（分）
Ａ组 １０２．３±６．３１１１．８±６．４ａ １２１．４±６．８ａ ９８．５±６．１ ２７．５±３．８ａ ３２．７±３．６ａ ３５．９±４．４ａ ２．１±１．５ａ

Ｂ组 １０２．８±７．０１２１．６±６．６１４２．２±６．２ ９９．２±６．３ ４８．７±４．９ ６２．０±５．２ ９５．２±４．７８．３±１．２
　　与Ｂ组比较，ａ犘＜０．０５
　　 讨　　论

焦虑是患者在担心自身不能达到某种目标或克
服所遇障碍时感到的紧张、不安、恐惧等情绪状态，
可伴有交感神经系统激活。人在面对一些事物时产
生适度焦虑，能提高机体的应对能力及适应环境能
力；但过度焦虑则属于病态心理。本组资料显示，Ａ
组患儿心率增快程度低于Ｂ组。术后焦虑情绪与
术前受到的不良刺激留下痛苦信号也有一定联系。
术前焦虑的患儿，术后出现疼痛、失眠和一些其他问
题的发生率明显增高。焦虑不仅影响麻醉手术的顺
利进行、延迟术后恢复，还会导致术后一系列心理、
行为改变，有时这种改变会影响儿童的整个成长阶
段［５］。本组患儿经心理干预后，Ａ组患儿在离开病
房时、麻醉诱导时心率明显低于Ｂ组；同时Ａ组患
儿在术前不同时间地点的焦虑评分也明显低于Ｂ
组，麻醉诱导抗拒评分也低于Ｂ组。由此可见，干

预措施能有效降低ＣＨＤ患儿术前焦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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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婧　张丹　宋佳　赵艳　张桂香　秦锐　胡幼芳

【摘要】目的　研究江苏省城市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中国城市幼儿
社会情绪发展表和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分析３０８３例年龄１２～３６个月幼儿的社会性和情绪发展及
相关因素。结果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和能力域得分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或
犘＜０．０１）。男童的外显行为域得分高于女童（犘＜０．０５）。家庭结构、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
和教养方式不同的幼儿社会性和情绪的异常检出率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结论　幼
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具有性别和年龄特征，并受到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　　幼儿；社会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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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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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胡幼芳，Ｅｍａｉｌ：１３１８２８２３９０３＠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人才项目（ＦＲＣ２０１２０４）；江苏省

妇幼保健科研项目（Ｆ２０１２０４）；江苏省重点学科项目（ＦＸＫ２０１２０３）

　　儿童早期的情绪体验与其将来是否能与他人建
立良好关系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１］。目前，对儿童
社会性和情绪问题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早期
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对幼儿社会性和
情绪问题的调查，探讨可能影响幼儿情绪发展的家
庭环境因素，为早期的预防干预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根据江苏省城市地区和经济的差别，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把省辖市分为苏南、苏中和苏
北三层。根据各层的样本数随机抽取１～２个城市，
每个城市各随机抽出１～２个区，每个区各随机抽取
１～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１２～３６月龄幼儿，每６个月为１组，共４个年龄组。
二、方法
１、幼儿社会性与情绪发展情况评估　采用

Ｚｈａｎｇ等［２］标化后的中国城市幼儿社会情绪发展量
表，其包括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
域。量表采用三级评分法：０分，不符合或偶尔符
合；１分，部分或有时符合；２分，非常或经常符合。
先计算每个维度的原始总分，得出均分再转化为相
应的Ｔ分，外化行为域、内化行为域和失调域Ｔ分
＞６３分为阳性，能力域Ｔ分＜３７分为阳性。由受
过专业培训的儿保医师现场调查填写，剔除缺项过
多问卷。
２、影响因素调查　用自行设计的社会人口学问

卷对儿童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儿童基本信息、家
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教养方式等。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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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录入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珚狓±狊）表
示，行狋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行χ２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不同年龄幼儿社会性与情绪发展状况

本研究符合纳入标准的幼儿３０８３例，其中男
１５６２例，女１５２１例，年龄（２３．３６±７．８１）个月。不
同年龄段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和能力域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段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得分（珚狓±狊，分）
月龄 例数 外显行为域 内隐行为域 失调域 能力域

１２个月～ ８０４ ４８．０５±１０．３６ ４６．１２±９．９０ ４７．８９±１０．９６ ４８．９９±１１．４９
１８个月～ ７４３ ４９．３１±１０．２１ ４７．１０±９．６６ ４７．８５±１０．４３ ５１．６２±１０．９１
２４个月～ ６８４ ４９．０６±１０．２２ ４６．８２±９．３２ ４７．４５±１０．４７ ５１．４１±１０．３３
３０～３６个月 ８５２ ４９．４２±９．８０ ４６．８２±９．６５ ４７．８８±１０．４３ ５２．９２±９．６６
　犉值 　３．０６０ 　１．４６９ 　０．２８３ 　１９．５７３
　犘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二、不同年龄幼儿社会性与情绪发展状况
男童的外显行为域得分高于女童［（４９．４２±

１０．１１）分ｖｓ．（４８．４８±１０．１７）分］（犘＜０．０５），而内
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４６．９８±９．７６）分ｖｓ．（４６．４３±９．５３）分、（４７．９７±
１０．７７）分ｖｓ．（４７．５９±１０．３７）分和（５１．２５±１０．８５）
分ｖｓ．（５１．２５±１０．５７）分］（犘＞０．０５）。男童和女童
在各维度的异常检出率经χ２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

三、家庭环境对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中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１５３９例）和直

系家庭（１４１１例）为主，联合家庭（１０７例）和单亲家
庭（２６例）较少。联合家庭和单亲家庭幼儿外显行
为域和失调域的异常检出率高于核心家庭和直系家
庭（犘＜０．０５）。家庭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幼儿
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的异常检出率高于月
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幼儿（犘＜０．０５）。父母高学
历（大学及以上）的幼儿为２１１７例（６８．７％），母亲高
学历（大学及以上）的幼儿为１９７９例（６４．２％），其对
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影响见表２。

表２　父母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幼儿社会性和情绪
　　　　　　　　异常检出率比较［例（％）］
分量表 父／母 低学历 高学历 χ２值 犘值
外显行为域父亲１１０（１１．４）１５１（７．１）１５．４９４＜０．００１

母亲１１１（１０．１）１５０（７．６）５．６０１＜０．０５
内隐行为域父亲６２（６．４） ９９（４．７）４．０５４＜０．０５

母亲７０（６．３） ９１（４．６）４．３３３＜０．０５
失调域 父亲９４（９．７） １６０（７．６）４．１４３＜０．０５

母亲１０３（９．３） １５１（７．６）２．７０８＞０．０５
能力域 父亲１３９（１４．４）１６５（７．８）３２．４６１＜０．００１

母亲１５３（１３．９）１５１（７．６）３０．９０２＜０．００１

四、不同教养方式下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情况
所调查的幼儿中，家庭教育方式以民主型为主

（６５．７％），其他类型（专制型、溺爱型和放任型）占
３４．３％。社会性和情绪异常检出率见表３。
表３　不同教养方式下社会性和情绪异常检出率［例（％）］
分量表 民主型 其他类型 χ２值 犘值

外显行为域 １１９（５．８）１４２（１３．５）５１．６１７＜０．００１
内隐行为域 ８４（４．１） ７７（７．３） １４．０１９＜０．００１
失调域 １１５（５．７）１３９（１３．２）５１．７０１＜０．００１
能力域 １８２（９．０）１２２（１１．６） ５．２３６ ＜０．０５

讨　　论
不同年龄和性别幼儿的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符合

幼儿心理行为发展规律。２～３岁开始进入“第一反
抗期”，活动性和反抗性行为增多，外显行为域得分
显著偏高。１岁以后幼儿开始独立行走，与周围环
境的接触增多，语言与同伴交往的迅速发展，社会适
应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能力域得分在增高。不
同性别幼儿在１～３岁存在气质的差别，男童比女童
活动水平高［３］，较高的活动水平与外化行为失调呈
正相关［４］，所以男童的外显行为域得分显著高于
女童。

家庭稳定、亲子关系密切对儿童心理发展会产
生良好的影响；反之则对儿童心理发展会造成不良
影响。本研究中联合家庭和单亲家庭的情绪问题异
常检出率较高，可能与联合家庭中家庭关系复杂、矛
盾和冲突较多有关。单亲家庭中的父母个性比核心
家庭及主干家庭中的父母冷漠、孤僻、敌意、好攻击、
是非感差，情绪不稳定，从而导致家庭中的儿童情绪
不够稳定，易出现冲动行为［５］。国外研究显示，约２５％

（下转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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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知识·
儿童发热六问六答
　　一、问：什么是发热？

答：通常认为体温升高超出１天中正常体温波
动的上限。目前医学上大多数采用肛温≥３８℃或腋
温≥３７．５℃定义为发热。按体温高低可将发热分为
４类：＜３８℃为低热；３８℃～３８．９℃为中度发热；
３９℃～４１℃为高热；≥４１℃为超高热。小儿的正常
体温可以因气温、年龄、饮食、哭闹，以及衣被的厚薄
等因素有一定范围的波动。体温稍有升高，并不一
定有病理意义。在小儿确实体温升高时，要注意观
察患儿的神态和举止，而不要单纯依赖体温计。一
个体温在３８℃，精神萎靡的孩子和一个发热４０℃，
但仍然顽皮的孩子相比，前者更值得关注。在机体
抵抗力低下的孩子，即使患有严重的疾病，也很可能
不发热。

二、问：给孩子测体温有哪些方法？如何选择？
答：儿童体温测量可通过不同部位、应用不同温

度计进行测量。体温测量部位：口腔、直肠、腋下、额
部和耳道。体温测量仪器：玻璃水银体温计、电子体
温计、红外线电子耳道体温计、红外线测温仪和化学
标点（相变）测温额贴。玻璃水银体温计为传统的测
量体温工具，但因其易断裂并发生水银泄漏，现已不
主张应用于婴幼儿。专家共识对于体温测量的建
议：新生儿测体温应采用腋下电子体温计测体温。１
个月至５岁儿童可采用腋下电子测温计或红外线测
温仪测温。化学标点（相变）测温（额贴）方法不可
靠，不建议采用。口腔、直肠采用电子测温计测体温
最为经济有效。

三、问：如何观察发热儿童？
答：不同年龄段引起发热的疾病有着各自的特

点。３月以下婴儿发热或体温波动同年长婴儿相
比，其发生严重细菌感染风险相对较高。这些小婴
儿通常仅仅表现为发热或喂养困难，而没有特异症
状。该年龄组引起发热的原因大多数为常见各种病
原体引起的感染。其中以细菌及病毒感染最为常
见。家长需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提示不同的
疾病：如患儿出现发热或体温不升、纳差、反应弱等
常提示存在菌血症的可能；当孩子表现为发热、排尿
时哭闹及尿道口红时应注意尿路感染；肺炎在婴儿
中较为常见，多由于接触感冒病人或受凉后，可出现

发热、咳嗽、吐沫、呛奶等症状；此外，如果孩子在出
现上述菌血症的表现外，同时出现抽搐、前囟饱满、
眼神呆滞等症状则要考虑脑炎的可能。上述不同疾
病的表现需要家长注意观察，如出现相应的症状应
及时到医院救治。３月～３岁儿童发热大多数为自
限性病毒感染，仍有部分为隐性菌血症或泌尿系感
染，甚至少数患儿可能有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家
长应注意观察孩子的表现作出初步的判断。如在母
亲怀中无活动或四肢无力的躺在治疗台上均有可能
出现较为严重疾病。哭闹儿童的正常反应是父母安
抚时哭闹可停止，而严重疾患的儿童不管如何安抚
都无济于事。异常行为可能提示易激惹。

四、问：发热越高病情就越严重吗？
答：１月龄至３岁病因不明急性发热儿童不能

完全凭体温高低预测疾病病因的严重程度。不能根
据发热儿童应用解热镇痛药的反应判定感染的严重
程度。也不能以发热持续时间预示疾病的严重程
度。但当＜３个月的婴儿体温≥３８℃或３～６个月
的婴儿体温≥３９℃可视为严重细菌感染的危险因
素。

五、问：发热的孩子如何护理？
答：给孩子多补充水分或果蔬汁，酌情给予营养

丰富且易于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尽量减少患
儿活动，多卧床休息；注意及时清洁口腔，最好在每
次进食后用盐水漱口；出汗时要及时擦干汗液，更换
衣被，出汗较多者可用温毛巾擦拭皮肤，保持皮肤清
洁干燥；另外，还要给患儿勤洗手、洗脚，清洗外阴及
肛门，以防止出现其它部位的感染。

不推荐使用温水擦浴退热，更不推荐冰水或乙
醇擦浴方法退热。

六、问：如何选择和使用退热药物？
答：≥２月龄，肛温≥３９．０℃（口温３８．５℃，腋温

３８．２℃），或因发热出现了不舒适和情绪低落的发热
儿童，推荐口服对乙酰氨基酚，剂量为每次１５ｍｇ·
ｋｇ－１，２次用药的最短间隔时间为６ｈ。≥６月龄儿
童，推荐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布洛芬的剂量
为每次１０ｍｇ·ｋｇ－１，２次用药的最短间隔６～８ｈ，
布洛芬与对乙酰氨基酚的退热效果和安全性相似。

（下转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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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婴幼儿过敏，从孕期开始
　　婴幼儿过敏已成为２１世纪最受关注的公共健
康问题之一，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０～２４月龄婴幼
儿家长自报曾经或正在发生过敏性疾病症状的比例
为４０．９％，过敏性疾病症状的现患率为１２．３％。

一、什么是过敏？那些食物最易引起宝宝过敏？
当人体免疫系统对来自空气、食物、水源或接触

物中天然无害物质出现过度反应时，就可视作过敏。
宝宝最常见的食物过敏原有：牛奶、鸡蛋、坚果、

大豆和小麦类；另外不恰当的喂养方式也可能导致
宝宝过敏，如出生后过早接触普通配方奶粉，过早添
加容易导致过敏的辅食等。

二、婴幼儿过敏有哪些症状？
宝宝过敏最常见的症状是特应性皮炎（又称湿

疹），另外宝宝还会出现消化道症状，比如吐奶、腹
泻、腹痛等。反复定时发作的鼻塞等呼吸道症状也是
过敏的表现，当宝宝大一些，还可能出现哮喘等症状。

三、过敏对婴幼儿健康有哪些危害？
１．皮肤损害：湿疹对宝宝娇嫩的皮肤是一种严重

的损害，如果抓挠溃破，还可能引起皮肤的继发感染。
２．营养素摄入受限：如果导致过敏的食物是重

要的营养来源，如牛奶、鸡蛋等，会导致宝宝发生营
养不良。
３．影响睡眠：过敏症状会导致宝宝身体不舒服

而哭闹，不仅影响宝宝睡眠，也会影响家长睡眠。
４．长期危害：一旦启动过敏历程，宝宝不但要

承担疾病的痛苦，还要承担长大后患其他过敏性疾
病的风险。

四、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婴幼儿过敏？
１．遗传因素：过敏有较强的遗传性，如果父母

都没有过敏史，宝宝发生过敏风险为１５％，如果父
母一方有过敏史，宝宝发生过敏的风险增加至２０％
～４０％，如果父母双方都过敏，宝宝发生过敏的风险
高达６０％～８０％。
２．婴儿自身发育不成熟：宝宝的肠道及免疫系

统发育不成熟是发生过敏性疾病的关键因素。
３．分娩及喂养方式：剖宫产是无菌分娩过程，

不利于宝宝免疫系统的激活和成熟；出生后过早接
触普通整蛋白配方奶粉容易导致宝宝过敏。
４．环境因素：引起过敏的环境因素分为准妈妈

和宝宝两个方面，准妈妈在孕期接触吸烟环境、服用
导致过敏的药物、接触花粉、食用易发生过敏的食
物，以及家中饲养猫狗等；宝宝出生后过早添加容易
发生过敏的食物、接触环境中尘螨等致敏物质等。

五、怎样预防婴幼儿过敏的发生？
由于遗传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因此需要从分娩

及喂养方式和环境因素两方面采取预防措施。
１．分娩及喂养方式：自然分娩；母乳是宝宝最

好的食物，“第一口奶”尽量为纯母乳；适当补充益生
菌；按时、合理添加辅食等。
２．环境因素：对于准妈妈来说，如果孕前或怀

孕期出现食物过敏，要尽可能躲避过敏的食物。如
果胃肠道不适，可以服用活性益生菌。另外准妈妈
也要避免接触吸烟环境，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避
免经常接触消毒剂、杀虫驱蚊剂等；慎用保胎药、抗
生素、解热镇痛药等；应避免直接接触猫狗等宠物。
对于宝宝，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接触吸烟环境、尘
螨、杀虫驱蚊剂等过敏原。

（胡幼芳）

（上接第５９页）
来自ＷＨＯ制定的关于发热儿童管理指南推荐意
见：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儿童退热，
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与布洛芬交替用于儿童退
热。尽管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或与布洛芬交替
使用，降温比单用药物效果要好，但不能改善孩子的

舒适度。
退热药不能有效地预防热性惊厥发作。不建议

给儿童服用阿司匹林，这会引起危急生命的症状—
Ｒｅｙｅ综合征。

（陈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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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免疫预防，阻断乙肝母婴传播
　　一、乙肝病毒感染现状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感染已成为一个全
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范围内受累人口已超过
４亿，我国现有慢性ＨＢＶ感染者约９３００万人，其中
３０％～５０％的感染者是通过母婴传播造成。

乙肝母婴传播，即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阳性
孕产妇将ＨＢＶ传给子代，是我国慢性ＨＢＶ感染的
主要原因。母婴传播途径感染的新生儿约９０％将
变成ＨＢＶ慢性感染者，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源，更为
严重的是，约四分之一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肝硬化
或肝癌等终末期肝病。因此，对婴幼儿感染的预防
至关重要，预防乙肝母婴传播也是预防、控制和阻断
乙肝的发生与流行、消除人口新发感染、保障人群健
康的重要措施。

二、乙肝母婴传播途径和危险因素
（一）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产前传播：即宫内垂直传播，婴儿在母体内

通过血液循环而感染，这种方式引起的传播少见，总
体估计小于３％，但免疫预防对之无效。
２．产时血源传播：通过临产或分娩时接触乙肝

感染母亲的血液，此时最容易发生母婴传播，免疫预
防有效。
３．产后传播：婴儿与母亲的密切接触、母乳喂

养等，机会较小，免疫预防有效。
（二）发生母婴传播的危险因素：
１．母婴传播风险高低取决于孕妇的病毒量，即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高低和ｅ抗原（ＨＢｅＡｇ）是否阳性，
ＨＢｅＡｇ阳性或ＨＢＶＤＮＡ水平高的母亲传染性更强。
２．分娩方式与ＨＢＶ母婴传播无关，剖宫产并

不能降低ＨＢＶ的母婴传播，不能因此作为剖宫产
的医学指征。
３．乳汁中可存在ＨＢＶ，乳头皲裂等也可能释

放病毒，但ＨＢＶ不经过消化道传播，在新生儿规范
的免疫预防后，母乳喂养并不增加母婴传播风险，乳
汁也无需检测有无ＨＢＶＤＮＡ。
４．孕期肝功能异常并不是母婴传播的危险因

素，但需警惕有无发生重型肝炎倾向，必要时需请感
染科或肝病科医生会诊。

三、规范的免疫预防措施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ＨＢＶ感染最有效的
措施，免疫预防要点如下：
１．孕妇ＨＢｓＡｇ阴性：新生儿按０、１、６个月３

针方案接种乙肝疫苗，即出生２４ｈ内、１个月和６个
月分别接种１针，今后极少发生慢性感染。
２．孕妇ＨＢｓＡｇ阳性：联合免疫，新生儿出生

１２ｈ内注射１针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同时按
０、１、６个月３针方案接种乙肝疫苗。

３．早产儿：出生体质量≥２０００ｇ时，无需特别
处理。体质量＜２０００ｇ时，待体质量达到２０００ｇ后
注射第一针疫苗，然后间隔１～２个月后再按０、１、６
个月３针方案执行。

（１）ＨＢｓＡｇ阴性，早产儿健康状况良好时，按上
述处理；身体状况不好时，先处理相关疾病，待恢复
后再行疫苗注射。

（２）孕妇ＨＢｓＡｇ阳性，无论早产儿身体状况如
何，１２ｈ内肌内注射１针ＨＢＩＧ，间隔３～４周后需
再注射１次；出生２４ｈ内、３～４周、２～３个月、６～７
个月分别行疫苗注射。
４．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的新生儿随访：７～１２个月

时，检测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
（１）若ＨＢｓＡｇ阴性，抗ＨＢｓ阳性，预防成功，

有抵抗力；
（２）若ＨＢｓＡｇ阴性，抗ＨＢｓ阴性，预防成功，

但需再接种３针疫苗方案；
（３）若ＨＢｓＡｇ阳性，预防失败，成慢性感染者。
采取上述规范免疫预防措施后，对ＨＢｓＡｇ阳

性而ＨＢｅＡｇ阴性孕妇的新生儿保护率为９８％～
１００％，对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均阳性孕妇的新生儿
保护率为８５％～９５％。如果不使用ＨＢＩＧ，仅应用
疫苗预防，总体保护率仅为５５％～８５％。

【延伸阅读】
乙肝疫苗
乙肝疫苗的有效成分是ＨＢｓＡｇ，能使人体主动

产生乙肝表面抗体（抗ＨＢｓ），为主动免疫。接种第
１针疫苗后，多数抗ＨＢｓ仍为阴性或低于检测下
限，接种第２针后１周左右抗ＨＢｓ才会转为阳性，
从而产生保护力。因此，必须按时接种第２针疫苗，
才能产生预期的保护作用，延迟接种第１针和／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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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针，将会降低疫苗的效果。接种第３针的目的是
使抗ＨＢｓ明显升高，延长保护年限。新生儿全程接
种疫苗后抗ＨＢｓ阳转率为９５％～１００％，保护期限
达２０年以上。

乙肝疫苗无明显不良反应，其过敏性休克发生
率＜１／１００万，多与过敏体质有关，一般发生在接种
后１ｈ内。

乙肝免疫球蛋白
ＨＢＩＧ是从高滴度抗ＨＢｓ阳性的健康人血液

中提取的总ＩｇＧ，有效成分是抗ＨＢｓ，肌肉注射后
１５～３０ｍｉｎ后即可发挥作用，可弥补接种疫苗后不
能立即产生抗ＨＢｓ的不足，属于被动免疫，用于暴
露后的预防。

需要注意的是，ＨＢＩＧ必须与乙肝疫苗注射在
不同的部位。要求在新生儿出生后１２ｈ内使用，越
早注射效果越好。

ＨＢＩＧ的不良作用极其轻微，未见过敏性休克
的报道，即使新生儿身体状况不稳定，也可以使用
ＨＢＩＧ，才能更好地产生抗体。

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免疫预防
我国于１９９２年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计划免疫

管理，对所有新生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但疫苗及其
接种费用需由家长支付。
２００２年起正式纳入计划免疫，对所有新生儿免

费接种乙型肝炎疫苗，但需支付接种费用。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起改为全部免费。
２０１１年起国家卫计委启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

乙肝母婴传播工作，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
生新生儿免费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１００国际
单位）。

（李　琳）

（上接第５８页）
　　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学龄前期存在社会情绪问
题［６］。本研究中低收入家庭占少数，但其异常检出
率明显偏高。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系统的结构
要素，可直接影响家庭的心理环境，从而影响儿童的
情绪和行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学龄儿童，其行
为问题发生的危险性低［７］。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父
母更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善于发现儿童的异常行
为，并采取合理的行为矫正和治疗。

父母敌意或强制的教养行为能引起学龄前儿童
的攻击性行为［８］。采用拒绝方式教养的幼儿易出现
外化行为问题，而过度的关注和保护易使幼儿产生
部分行为及情绪问题［９］。而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行
为问题的影响是持续的［１０］。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家
长具有较高的民主意识，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
自主性，对儿童的教育多采用理性沟通的方式，是最
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教育方式。综上所述，幼
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具有性别和年龄特点，但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和教养方式也是
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对家
庭环境的了解，有针对性地给家长提供教养意见，预
防幼儿情绪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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