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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园园园员源冤

目的院探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渊月孕阅冤合并肺动脉高压渊孕匀冤的危险因素遥方法院收集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远 月深圳市

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胎龄约猿圆 周的新生儿 员愿园 例袁依据 月孕阅 诊断标准袁诊断为 月孕阅 员猿园 例袁愿 例先心病尧员猿 例

持续肺动脉高压及 怨 例先天性膈疝被剔出实验袁余下 员园园 例分为轻度 月孕阅 猿园 例袁中度 月孕阅 源源 例袁重度 月孕阅 圆远 例遥 在出生后 圆
个月对纳入实验的 员园园 例 月孕阅 患儿行心脏超声检查袁孕匀 的诊断依据心脏超声诊断分为 孕匀 组或非 孕匀 组遥 对两组患儿的临床

特征和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遥 通过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月孕阅 患儿并发 孕匀 的危险因素遥 结果院淤轻度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比例低袁

中重度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比例较高袁 所有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的比例为 猿圆援园豫曰 于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组及不合并 孕匀 组临床指标比较袁缘

皂蚤灶 粤责葬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尧羊水过少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尧猿远 周后仍需氧尧绒毛膜羊膜炎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曰盂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
析显示袁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咱砸砸越愿援员猿袁怨缘豫 悦陨院圆援源愿耀圆远援远圆暂尧羊水过少咱砸砸越员远援远怨袁怨缘豫悦陨院源援源猿耀远圆援愿缘暂是 孕匀 的危险因素袁提

示低 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尧羊水过少为 孕匀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结论院缘 皂蚤灶 粤责葬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和羊水过少是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危险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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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渊遭则燥灶糟澡燥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赠泽责造葬泽蚤葬袁
月孕阅冤于 员怨远苑 年首先由 晕燥则贼澡憎葬赠 描述袁在生后接受
高浓度氧和正压通气治疗尧 胎龄在 猿源 周左右的早
产儿中被发现遥 其病理改变为肺部严重的纤维化袁
局部过度充气和肺不张以及较为严重的炎症反应袁
为野经典 月孕阅冶遥 由于产前糖皮质激素尧生后肺表面
活性物质的广泛使用袁以及呼吸机功能和机械通气
策略的改善袁使其病理生理发生了显著变化遥 早产
儿在生后即使没有接受高氧和机械通气治疗袁也会
逐渐发生氧依赖袁表现为肺泡数目减少尧体积增大尧
肺泡结构简单化袁 而肺泡和气道损伤及纤维化较
轻袁称为野新 月孕阅冶咱员暂遥 其病理表现为肺泡发育阻滞袁
肺间隔形成受阻袁肺微血管发育不良咱圆原源暂遥 国外研究
提出 月孕阅 患儿不但存在气道的病理改变袁同时也有
心血管后遗症的高风险袁 如肺动脉高压渊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袁孕匀冤尧左心室肥大尧高血压等咱缘暂遥 根据一
些关于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研究结果示袁员 辕 源 的 月孕阅 患
儿在生后 圆 个月的心脏超声检测中有 孕匀咱远暂遥 在对其
病因研究中袁尽管对提升肺血管阻力的机制还不是
很明确袁但是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与患儿血管的病理生理
表现袁如血管张力增加尧异常血管反应性尧血管重建
及血管生长减少有关 咱苑暂遥 国外流行病学资料提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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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匀 是 月孕阅 常见的并发症袁同时伴有 月孕阅 的新生儿
患有 孕匀 比率较高袁增加了 月孕阅 患儿的发病率和病
死率咱愿暂遥
目前袁尽管在早产儿中 孕匀 非常重要袁但是了解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危险因素的相关文献却很少袁 国内对
于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的临床研究也
较少遥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对 月孕阅 患儿的心脏超声检
查及临床资料分析袁了解 月孕阅 患儿发生 孕匀 与 月孕阅
程度的相关性袁同时进一步探讨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危
险因素遥
员
员援员

资料与方法

资料
收集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远 月深圳市儿童医
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胎龄约猿圆 周的新生儿
员愿园 例袁依据 月孕阅 诊断标准入组 员猿园 例袁排除先天
性心脏病 愿 例渊如卵圆孔未闭尧房间隔缺损等冤尧新
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 员猿 例或者先天性膈疝 怨 例袁
最终入组 员园园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在生后 圆 个月时对诊断为 月孕阅 的患儿行心脏
超声检查袁分为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组或非 孕匀 组遥 对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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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的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袁以确定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危险因素遥 依据 月孕阅 分度标准将患儿分为轻
度 月孕阅 猿园 例袁中度 月孕阅 为 源源 例袁重度 月孕阅 圆远 例袁
比较不同程度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情况遥

月孕阅 诊断标准院 根据 圆园园远 美国国立儿童健康

与人类发育研究所渊晕陨悦匀阅冤发布袁月孕阅 定义是指任
何氧依赖渊吸入氧浓度跃圆员豫冤超过 圆愿 凿 的新生儿曰

其分度依据是氧依赖的需氧浓度袁 时间为在胎龄约

猿圆 周时已达校正胎龄 猿远 周或胎龄跃猿圆 周时已到达
生后 缘远 凿 或出院时袁 共分为轻度院 未用氧曰 中度院
云蚤韵圆约园援猿曰重度院需 云蚤韵圆跃园援猿 和渊或冤持续正压通气或
机械通气遥

孕匀 诊断标准依据超声检查袁在心脏超声的基
础上显示右心室压力增大院 淤三尖瓣反流的速度
渊贼则蚤糟怎泽责蚤凿 则藻早怎则早蚤贼葬贼蚤燥灶袁栽砸冤逸猿 皂 辕 泽袁 排除肺动脉
瓣狭窄及流出道梗阻曰 于室间隔向左偏移和右心
室扩张遥 婴儿年龄 圆 个月有其中 员 个或者 圆 个上
述表现可诊断为 孕匀遥在生后 圆 个月前通过心脏超
声显示有 孕匀 并持续到生后 圆 个月也纳入研究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软件进行分析袁 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 贼 检验曰分类计
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遥 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袁结合
月孕阅 及 孕匀 知识袁选择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
条件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筛选出 孕匀 的危险因素遥 以
孕 值 臆 园援园缘 为显著性界限袁 建立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方
程遥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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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不同严重程度的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比例
所有 月孕阅 患儿中袁 轻度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比例最

低袁重度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比例最高袁均具有统计学差
异袁所有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的比例为 猿圆援园豫渊表 员冤遥
表员

不同程度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情况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轻度 月孕阅 中度 月孕阅
渊灶越猿园冤
渊灶越源源冤
合并 孕匀 组
园圆渊苑冤
员源渊猿圆冤鄢
不合并 孕匀 组 圆愿渊怨猿冤
猿园渊远愿冤鄢
组别

圆援圆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组渊灶越猿圆冤
圆园
员园
圆园
圆愿援圆员 依 员援远圆
园员援员苑 依 园援猿员
圆园
员圆
员员
员源
园猿
圆员
员园
猿远援员苑 依 愿援猿怨
猿远援怨苑 依 缘援远园
园远
园源
员愿

重度 月孕阅 圆
字 值 孕值
渊灶越圆远冤
员远渊远圆冤鄢裕
员园渊猿愿冤鄢裕 圆园援怨愿愿 约园援园缘

与轻度 月孕阅 组比较袁 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中度 月孕阅 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及不合并 孕匀 患儿临床指标比较

将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及不合并 孕匀 的两组患儿临床
各项指标进行比较袁两组无统计学差异的临床指标
共计 员圆 个袁分别为性别尧多胎尧剖腹产尧胎龄尧出生
体重尧早产儿胎膜早破尧产前使用糖皮质激素尧产前
子痫尧小肠坏死性结肠炎尧氧气治疗时间尧高频通气
或 悦孕粤孕 的时间尧颅内出血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
素有 缘 个袁分别为 缘 皂蚤灶 粤责葬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尧羊水过
少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尧猿远 周后仍需氧尧绒毛膜羊
膜炎渊表 圆冤遥
圆援猿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
分析
为综合评价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危险因素袁把所有
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其
中 缘 皂蚤灶 粤责葬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及羊水过少袁 进入回归

表 圆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组与不合并 孕匀 组患儿临床指标比较
临床指标
男性渊例冤
多胎渊例冤
剖腹产渊例冤
胎龄渊周冤
出生体重渊噪早冤
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低臆远 分渊例冤
早产儿胎膜早破渊例冤
绒毛膜羊膜炎渊例冤
产前使用糖皮质激素渊例冤
产前子痫渊例冤
羊水过少渊例冤
在 猿远 周仍需要氧渊例冤
氧气治疗的时间渊凿冤
高频通气 辕 悦孕粤孕 时间渊凿冤
颅内出血渊例冤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渊例冤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渊例冤

窑
员园圆猿窑

月孕阅 不合并 孕匀 组渊灶越远愿冤
源员
圆园
猿怨
圆愿援缘源 依 员援猿园
园员援圆苑 依 园援圆圆
员远
圆缘
园源
猿园
园愿
员猿
园缘
猿远援员圆 依 苑援猿怨
猿远援苑园 依 源援苑远
员远
园苑
圆园

贼 或 字圆 值
园园援园源缘
园员援园猿猿
园圆援怨圆猿
园园援猿圆园
园园援圆远园
员缘援源怨远
园园援猿园圆
园愿援圆缘园
园员援源苑员
园员援园源源
圆源援缘苑远
园怨援员园猿
园园援圆远园
园园援圆源园
园园援员远园
园园援园园愿
园远援远缘猿

孕值
园援愿猿猿
园援猿员园
园援园愿苑
园援圆圆源
园援猿圆缘
约园援园缘园
园援缘愿猿
园援园园源
园援圆圆缘
园援猿员苑
约园援园缘园
园援园园猿
园援员圆缘
园援员圆怨
园援远愿怨
园援怨圆怨
园援园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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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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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袁 提示 缘 皂蚤灶 粤责葬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袁 羊水过少为

孕匀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渊表 猿冤遥

表 猿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变量
缘 皂蚤灶粤责早葬则 评分臆远 分
羊水过少

猿 讨

孕值
园援园园园 缘园
园援园园园 园猿

韵砸 值
园愿援员猿
员远援远怨

怨缘豫 悦陨
圆援源愿耀圆远援远圆
源援源猿耀远圆援愿缘

论

肺发育要经过 缘 个阶段袁不但经历肺泡及气管

的发育阶段袁同时还伴随肺微血管形成期袁要持续

至 圆 岁左右才能发育完善遥 月孕阅 是早产儿常见的肺
部疾病袁现研究认为其发病于肺发育关键期受到阻

碍袁 肺组织及血管的发育异常遥 而研究者 粤皂遭葬造葬鄄
增葬灶葬灶 等咱怨暂也提出肺发育的异常包括异常的微血管
发育和肺血管重塑袁 而这导致肺脉管系统的减少袁
使 孕匀 在这些 月孕阅 患儿中也较为常见袁也使早产儿
肺部疾病的患病率及死亡率居高不下有关遥
月藻则噪藻造澡葬皂藻则 等咱员园暂 研究提示院在极低出生体重儿 孕匀
发病率为 员愿豫袁在已证实的 月孕阅 新生儿中袁孕匀 的发
病率 圆缘豫耀源园豫遥 本研究中袁月孕阅 患儿 孕匀 发病率为
猿圆援园豫遥 此外本研究显示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与 月孕阅
的严重程度相关袁 轻度 月孕阅 患儿中少见 孕匀 发生袁
而中重度 月孕阅 患儿随 月孕阅 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合并
孕匀 比例增加袁 提示早产儿伴随慢性肺部疾病的加
重袁其出现 孕匀 的比率增高遥 粤遭皂葬灶 等咱缘暂提出新 月孕阅
不仅体现在肺泡发育的严重滞后袁同时其血管的发育
也落后遥 血管发生受损导致血管面积的减少袁进一步
导致了气体交换受损袁 增加了孕匀 的风险遥 郧燥燥凿皂葬灶
等咱员员暂很早也提出院在对月孕阅 患者肺部形态学的研究
中袁 通过心血管导管检查发现肺侧枝循环非常丰
富遥 尽管这些血管比较细小袁但大量的侧支循环血
管将血液输回至肺袁引起肺水肿及对高浓度氧的需
求袁可能导致 孕匀 产生遥 因此侧支循环血管丰富以及
正常血管发育的落后也提示严重 月孕阅 患儿往往伴
随 孕匀 的比例较高遥
在临床治疗中袁 由于 月孕阅 患儿有氧依赖的病
史袁因此氧依赖的因素需要重视袁长时间的氧依赖
对肺发育也有所影响袁 也是导致 月孕阅 患儿高发 孕匀
的原因之一袁宰蚤造泽燥灶 等咱员圆暂研究者在动物实验中已经
证实院长时间高氧环境下限制了肺泡数及血管的发
育袁导致肺泡数及血管的减少遥 在本研究中 孕匀 组患
儿 猿远 周时氧依赖的比例高于非 孕匀 组袁推断长时间
的氧依赖对血管发育产生影响袁 对于 孕匀 的产生有
促进作用遥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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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肺发育中袁血管的正常发育对于肺泡化
至关重要袁在肺发育的关键时期袁对肺循环的损伤
会导致肺高压遥 同时研究者也提出早期对肺循环的
损伤引起早产儿出生后 孕匀 的快速发展咱缘暂遥 因此改善
远端肺组织的发育袁不仅能提高气体交换效率袁还会
进一步保护肺血管系统袁降低 孕匀遥
对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组及不合并 孕匀 两组临床

指标的比较发现院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尧猿远 周后仍
需氧尧绒毛膜羊膜炎是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具有统计学

的差异性指标遥 既往研究已提示缺氧引起肺小动脉
的收缩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导致的缺氧导致对氧
的需求增加袁引起肺动脉的持续收缩遥 而 粤造蚤 等咱愿暂对

月孕阅 伴发 孕匀 新生儿的研究证实袁其生后气管插管尧
长时间持续气道正压给氧或氧疗比例更高袁说明其
缺氧时间及程度较重遥
而绒毛膜羊膜炎是早产儿较为常见和重要的
感染因素袁 在伴有 孕匀 及无 孕匀 的 月孕阅 患儿中存在
统计学差异袁分析由于孕母胎盘感染导致血管发育
异常袁进一步引起肺循环障碍袁导致肺高压遥 研究者
酝藻泽贼葬灶 等咱员猿暂 通过分析患有 月孕阅 及 孕匀 的早产儿胎
盘的病理改变发现袁由于纤维蛋白坏死尧急性动脉
粥样硬化及远端绒毛发育不全导致的低灌注在早
产儿 月孕阅 伴有 孕匀 及不伴有 孕匀 组别中有统计学差
异袁 提示由于胎盘的病理改变使血管发育受限袁对
孕匀 的发生有促进作用遥
在本研究中袁为了更一步证实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
危险因素袁通过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显示低 缘 皂蚤灶 粤责鄄
早葬则 评分和羊水过少渊燥造蚤早燥澡赠凿则葬皂灶蚤燥泽冤是 孕匀 的独立
危险因素袁胎肺从囊泡期至微血管成熟期的转化需
要有足够多的液体遥 胎肺的液压对肺的生长非常重
要的袁羊水过少可能对肺的生长和形态有影响遥 研
究显示产妇羊水过少引起胎儿肺发育不全咱员源暂遥 早产
儿伴发育不全可能导致气血交换面积的减少和肺
脉管系统的异常肌化袁导致肺血管压力升高咱员缘暂遥 运蚤皂
等咱员远暂研究发现羊水过少是 月孕阅 合并孕匀 的独立危险
因素遥 同时在对胎龄约猿苑 周的婴儿在生后 源 周通过
心脏彩超监测的 孕粤匀 发现羊水过少是 孕匀 的独立
预测因素咱员苑暂遥 此外在本研究中袁低 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
是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另一个危险因素袁 分析低 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婴儿伴有出生窒息袁 因其出生窒息的程
度较重袁心脏机能受损导致射血分数下降引起肺淤
血袁同时缺氧导致肺动脉收缩明显袁易引起 孕匀遥
近些年袁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肺血管疾病对于伴
有 月孕阅 的新生儿预后至关重要袁而对肺血管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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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及临床研究的挑战依然存在咱苑暂遥 虽然到目前为

咱愿暂

作的侵入性袁 同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中不易施行袁
所以尽管心脏超声有局限袁但在研究中心脏超声检

咱怨暂

止心导管仍然作为诊断 孕匀 的金标准遥 然而由于操

测仍被认为是检测 月孕阅 合并 孕匀 的主要工具遥
而通过本研究发现袁伴随 月孕阅 程度的增加袁孕匀
发病率也增加遥 羊水过少是中尧重度 月孕阅 患儿合并

孕匀 的重要危险因素遥 因此对中尧重度 月孕阅 患儿伴有
低 缘 皂蚤灶 粤责早葬则 评分需要监测心脏超声以早期发现
孕匀袁尤其是合并羊水过少的患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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