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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评价氧疗患儿经皮氧分压渊栽糟孕韵圆冤及二氧化碳分压渊栽糟孕悦韵圆冤与动脉血氧分压渊孕葬韵圆冤及二氧化碳分压渊孕葬悦韵圆冤

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袁为无创监测在氧疗新生儿中的应用提供初步的指导依据遥 方法院收集氧疗新生儿的动脉血气值袁并记

录采集前后 缘 皂蚤灶 内 栽糟孕韵圆 及 栽糟孕悦韵圆 的平均值尧体重尧胎龄尧脉搏渊孕冤尧吸入氧浓度尧动脉血氧饱和度渊杂葬韵圆冤尧责匀 等袁进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并运用受试者工作曲线渊砸韵悦冤判断诊断价值遥 结果院体重尧吸入氧浓度等对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在氧疗患儿中的

相关性及一致性影响较小袁循环障碍组 栽糟孕悦韵圆 明显高于 孕葬悦韵圆曰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的相关性稍差袁在氧合指数较低及较高组两者无
统计学相关袁两者的差值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大及动脉氧分压的增大而增加遥 结论院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及一致性袁尤

其在极低出生体重儿袁而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相关性及一致性稍差袁对于氧疗患儿袁高氧分压下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缺乏很好的相关性袁在肺
部氧合较差却无呼吸障碍表现时 栽糟孕韵圆 比 孕葬韵圆 更能反映患儿的动脉氧合袁对于指导氧疗新生儿的用氧更有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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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则葬灶泽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蚤灶 灶藻燥灶葬贼藻泽 贼则藻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燥曾赠早藻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
宰怎 蕴蚤扎澡蚤袁 蕴蚤怎 再怎灶袁 运葬灶 匝蚤灶早袁 再葬灶早 再葬灶早袁 在澡燥怎 载蚤葬燥赠怎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藻燥灶葬贼燥造燥早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悦澡蚤造凿则藻灶鸳泽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愿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 栽燥 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藻 贼澡藻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 葬皂燥灶早 栽糟孕韵圆袁栽糟孕悦韵圆袁孕葬韵圆袁孕葬悦韵圆袁 蚤灶 灶藻燥灶葬贼藻泽 贼则藻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燥曾赠早藻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袁

葬灶凿 贼燥 枣蚤灶凿 贼澡藻 蚤皂责葬糟贼 枣葬糟贼燥则泽袁 蚤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早怎蚤凿葬灶糟藻 枣燥则 贼澡藻 贼则葬灶泽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葬泽 葬 泽怎遭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遭造燥燥凿 早葬泽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蚤灶

灶藻燥灶葬贼藻泽 憎蚤贼澡 燥曾赠早藻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宰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遭造燥燥凿 早葬泽 燥枣 灶藻燥灶葬贼藻泽 凿怎则蚤灶早 泽贼葬遭造藻 贼则葬灶泽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袁 葬灶凿
则藻糟燥则凿藻凿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栽糟孕韵圆 缘 皂蚤灶 遭藻枣燥则藻 葬灶凿 葬枣贼藻则 糟燥造造藻糟贼蚤燥灶袁 憎藻蚤早澡贼袁 责怎造泽藻袁 早藻泽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葬早藻袁 燥曾赠早藻灶 皂燥凿藻袁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 燥枣 蚤灶泽责蚤则藻凿

燥曾赠早藻灶袁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燥曾赠早藻灶 泽葬贼怎则葬贼蚤燥灶 渊杂葬韵圆冤袁 葬灶凿 责匀援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怎泽蚤灶早 凿藻泽糟则蚤责贼蚤增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袁 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灶凿 则藻糟藻蚤增藻则 燥责藻则葬贼蚤灶早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渊砸韵悦冤 糟怎则增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憎藻蚤早澡贼袁蚤灶泽责蚤则藻凿 燥曾赠早藻灶 澡葬凿 灶燥 燥遭增蚤燥怎泽 蚤皂责葬糟贼 燥灶 贼澡藻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 遭藻贼憎藻藻灶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孕葬悦韵圆袁 葬灶凿 栽糟孕悦韵圆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孕葬悦韵圆 蚤灶 贼澡藻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遭葬凿 糟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援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 憎葬泽 造燥憎藻则 遭藻贼憎藻藻灶 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袁 藻泽责藻糟蚤葬造造赠 蚤灶 贼澡藻 造燥憎藻则 燥曾赠早藻灶 蚤灶凿藻曾 糟葬泽藻泽袁 贼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皂援 栽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 憎葬泽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燥枣 遭蚤则贼澡 憎藻蚤早澡贼 葬灶凿 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燥枣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燥曾赠早藻灶 责葬则贼蚤葬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孕葬悦韵圆 澡葬增藻 早燥燥凿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袁 藻增藻灶 蚤灶 增藻则赠 造燥憎 遭蚤则贼澡 憎藻蚤早澡贼援 栽澡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 蚤泽 造燥憎藻则袁 枣燥则 遭葬遭蚤藻泽 憎蚤贼澡 燥曾赠早藻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援 栽澡藻则藻 蚤泽 灶燥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栽糟孕韵 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 蚤灶 澡蚤早澡 燥曾赠早藻灶

责葬则贼蚤葬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 葬灶凿 栽糟孕韵圆 蚤泽 葬 遭藻贼贼藻则 皂葬则噪藻则 贼澡葬灶 孕葬韵圆 蚤灶 则藻增藻葬造蚤灶早 则藻葬造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燥曾赠早藻灶葬贼蚤燥灶袁 憎澡蚤糟澡 蚤泽 皂燥则藻 增葬造怎葬遭造藻 枣燥则 贼澡藻

早怎蚤凿葬灶糟藻 燥枣 燥曾赠早藻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 蚤灶 灶藻燥灶葬贼藻泽援

咱Key words暂 贼则葬灶泽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曰 遭造燥燥凿 早葬泽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曰 灶藻燥灶葬贼藻曰 燥曾赠早藻灶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曰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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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是评估氧供及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
金标准袁新生儿病情变化较快袁尤其对于重症者动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圆苑园苑圆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曾赠扎澡燥怎员远员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脉血气可能瞬间改变袁动脉血氧分压渊孕葬韵圆冤过高早

已 被证实 会 引 起 早 产 儿 视 网 膜 病 渊则藻贼蚤灶燥责葬贼澡赠 燥枣
责则藻皂葬贼怎则蚤贼赠袁砸韵孕冤袁而低氧近年来被证实是支气管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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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坏 死

性小肠结肠炎渊灶藻糟则燥贼蚤扎蚤灶早 藻灶贼藻则燥糟燥造蚤贼蚤泽袁晕耘悦冤以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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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育滞后的影响因素

袁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咱员暂

渊孕葬悦韵圆冤与脑血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影响着脑白质
的发育袁故持续监测氧分压及二氧化碳分压对于掌

握病情和指导治疗方案是相当重要的袁然而动脉血
标本的采集与保存对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袁而且持
续的动脉血样采集不仅增加感染的机会袁对于新生
儿也是一种不良疼痛刺激遥 经皮监测具有无创及持

窑 源缘苑 窑

使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进行统计分析袁所有计量资料均

使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描述袁相关性采用双变量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渊逐步回归

法冤袁 一致性分析方法采用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作图法 咱源暂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续监测等优点袁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经皮氧分压

圆援员

悦韵圆 有很好的相关性 袁在未吸氧新生儿袁即使在极

困难表现冤袁其中亚低温治疗 员 例袁循环障碍组共 源

疗的患儿中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及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一致

休克 员 例袁呼吸衰竭合并心力衰竭 员 例冤袁无循环障碍

渊栽糟孕韵圆冤与 孕葬韵圆尧经皮二氧化碳分压渊栽糟孕悦韵圆冤与 孕葬鄄
咱圆暂

低出生体重儿中依然有较好的相关性 袁然而在氧
咱猿暂

一般信息

共收集病例 远园 例 渊均无明显呼吸急促及呼吸

例渊重症感染性休克 员 例袁重症心衰 员 例袁新生儿无尿

性的影响因素目前尚无定论袁本研究旨在评价氧疗

组共 缘缘 例渊无呼吸衰竭 源猿 例袁呼吸衰竭 员圆 例冤遥

及其影响因素袁为氧疗新生儿无创经皮监测的应用

渊圆员援愿豫冤曰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模式渊杂陨酝灾冤圆园例渊猿远援源冤袁

状态下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以及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一致性
提供初步的指导依据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研究收集的资料来源于 圆园员缘 年 员要远 月入

住的新生儿袁纳入标准院淤无创监测过程中的数值
稳定曰于血气分析于无创监测稳定过程中采集曰盂同
时进行常规的心电 辕 血氧监测曰 榆日龄跃苑 凿遥 排除标
准院淤血气分析结果来自静脉血曰于重复检测曰盂患儿

吸入氧浓度改变 猿园 皂蚤灶 内的血气分析结果曰 榆血气
采集分析过程中因哭闹等造成无创经皮监测数值波

动明显者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血气分析

采 用 粤月蕴鄄愿园云蕴耘载 悦韵鄄韵载 粤灶葬造赠扎藻则 血 气 分 析

仪渊雷度公司袁丹麦冤袁采集的部位为桡动脉袁分析指

标包括孕葬韵圆尧孕葬悦韵圆尧责匀 值尧动脉血氧饱和度渊杂葬韵圆冤及
其他相关值遥
员援圆援圆

栽糟孕韵圆 及 栽糟孕悦韵圆 的采集

采用 栽悦酝 悦燥皂遭蚤酝 监测仪 栽悦酝源 泽藻则蚤藻泽 渊雷度公

无循环障碍组 缘缘 例中男 源猿 例 渊苑愿援圆豫冤袁女 员圆 例

辅助原控制通气模式渊粤 辕 悦冤员源 例渊圆缘援圆豫冤袁持续气道

正压通气模式渊悦孕粤孕冤源 例渊苑援猿豫冤袁同步间歇指令正

压通气模式渊杂陨孕孕灾冤猿 例渊缘援缘豫冤袁缘 蕴 辕 皂蚤灶 头罩吸氧

缘 例渊怨援员豫冤袁缘 蕴 辕 皂蚤灶 氧帐吸氧 缘 例渊怨援员豫冤袁高频振

荡通气模式渊匀云韵冤员 例渊员援愿豫冤袁圆 蕴 辕 皂蚤灶 氧帐吸氧
圆例渊猿援远豫冤遥 患儿基本信息见表 员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指标
胎龄渊凿冤
身长 辕 头围
出生体重渊噪早冤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圆冤
劳雷尔指数渊早 辕 糟皂猿冤
胎龄跃猿苑 周
胎龄臆猿苑 周
云蚤韵圆渊豫冤
杂葬韵圆渊豫冤
孕渊次 辕 皂蚤灶冤
动脉血 责匀

患儿基本信息

月葬泽蚤糟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均值渊x 依 s冤
圆源员援缘源 依 圆愿援园园
园园员援源苑 依 园援园缘园
园圆援猿园 依 园援愿员
员园援苑猿 依 圆援缘远

范围
员怨源援园园耀圆愿苑援园园
园园员援猿园耀员援缘怨
园园园援怨员耀猿援怨缘
园园远援园苑耀员远援园园

园圆援远远
园圆援员猿
园源远援苑猿
园怨圆援怨苑
员猿愿援愿猿
园苑援猿怨猿

园园圆援圆园耀猿援圆园
园园员援源园耀源援愿园
园圆圆援园园耀员园园援园园
园远源援远园耀怨怨援怨园
员员圆援园园耀员苑缘援园园
园远援怨苑园耀苑援远怨园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园援园猿
园援园缘
圆圆援怨园
苑援猿源园
员圆援怨愿
园援员圆员

月酝陨院体重指数袁体重渊噪早冤 辕 身 长 渊皂冤 圆曰杂葬韵圆院 动脉 氧 饱 和 度曰

云蚤韵圆院吸入氧浓度曰劳雷尔指数院体重渊早冤 辕 身长渊糟皂冤 猿伊员园园遥

司袁 丹麦冤袁 监测部位为胸部或腹部袁 监测温度为

圆援圆

应的发生冤袁 采集有效病例血气分析过程 缘 皂蚤灶 的平

栽糟孕悦韵圆 原孕葬悦韵圆 值 分 别 为 员缘援圆尧员猿援园尧员苑援圆 皂皂匀早袁

员援圆援猿

竭 者 栽糟孕悦韵圆 原孕葬悦韵圆 值 为 员猿援愿 皂皂匀早袁栽糟孕韵圆 原孕葬韵圆

源圆益袁每 员 澡 更换监测部位 渊为了避免灼伤等不良反

均值遥

其他数据的采集

采集有效病例血气分析 缘 皂蚤灶 内脉搏渊孕冤的均

数袁患儿体重尧头围尧胸围尧胎龄尧身长及用氧模式尧
浓度尧天数等基本信息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尧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相关性分析

循环障碍组共 源 例袁 其中 猿 例无呼吸衰竭者

栽糟孕韵圆原孕葬韵圆 值分别为原愿尧原苑尧原愿 皂皂匀早袁员 例呼吸衰
值为 原圆园 皂皂匀早袁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 差 值 增 大 袁 而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的差值缩小袁但是病例数较少袁故无
法进行进一步的相关及一致性等统计分析遥

对于 缘缘 例无循环障碍组以经皮监测结果为纵

窑 源缘愿 窑

南

员圆园援园

京

医

科

则圆越园援怨苑苑

员园园援园

与 孕葬韵圆 的线性相关性却较低渊则圆越园援源源缘袁图 员冤遥

对无循环障碍组进行进一步的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

析院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在呼吸无障碍及障碍下均有统

圆园援园
园

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且 栽糟孕悦韵圆 低于 孕葬悦韵圆曰栽糟孕韵圆 与

圆园援园 源园援园 远园援园 愿园援园 员园园援园 员圆园援园
孕悦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孕葬韵圆 在呼吸无障碍及障碍均有统计学意 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无呼吸衰竭者 栽糟孕韵圆 低于 孕葬韵圆袁呼吸衰竭者

则圆越园援源源缘

员缘园援园

栽糟孕韵圆 高于 孕葬韵圆渊表 圆冤遥

圆援猿

员园园援园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尧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一致性分析

对无循环障碍者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尧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应用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作图法行一致性分析院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尧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渊图 圆冤遥

缘园援园
园

图员

圆援源

圆园援园 源园援园 远园援园 愿园援园 员园园援园 员圆园援园
孕葬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尧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的散点图及拟合线
性回归曲线渊灶越缘缘冤
云蚤早怎则藻 员 杂糟葬贼贼藻则 责造燥贼 葬灶凿 造蚤灶藻葬则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糟怎则增藻 燥枣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孕葬悦韵圆袁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无创经皮监测与血气分析一致性的影响因素

对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分层下进一步行相关分

析院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在不同疾病渊砸阅杂 与非 砸阅杂冤尧
不同胎龄渊足月儿与早产儿冤尧不同吸入氧浓度及氧

合指数渊砸陨冤分组间均有较好的相关性渊则跃园援怨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栽糟孕悦韵圆 稍低于 孕葬悦韵圆袁 且随着体重的减小两

循环正常组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袁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性分析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袁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孕葬悦韵圆 蚤灶 早则燥怎责 憎蚤贼澡燥怎贼 糟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

组别
无呼吸衰竭渊灶越源猿冤
呼吸衰竭渊灶越员圆冤

栽糟孕悦韵圆原孕葬悦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原园援愿苑 依 猿援园园
原园援园愿 依 圆援圆圆

则值

园援怨愿远
园援怨怨远

员缘援园
员园援园
缘援园

x 依 圆s

原缘援园

x 原 圆s

园援园

x

原员园援园

园援园 圆园援园 源园援园 远园援园 愿园援园 员园园援园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平均值渊皂皂匀早冤

孕值

栽糟孕韵圆原孕葬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约园援园员

原园员援园愿 依 员员援怨苑

约园援园员

原猿源援园缘 依 猿缘援员员

则值

园援远员员
园援远源源

孕值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缘

者逐渐接近曰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的相关性稍差袁且在氧合

指数过低或过高尧 极低出生体重儿中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无统计学相关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孕葬韵圆 明显高于 栽糟孕韵圆袁且随

着氧分压及 砸陨 的增高两者的差值增大袁 而随着体重

的减小两者也逐渐接近渊表 猿冤遥
进一步对相关分析结果有意义的影响因素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渊逐步法袁云 约 园援园缘 进入冤袁结果表
明线性回归极为显著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 仅有 月酝陨尧砸陨 及
云蚤韵圆 为共线性统计量袁但其对于经皮监测与动脉血
气相关性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源冤遥

员园园援园

x 依 圆s

园援园

x

x 原 圆s

原员园园援园
原圆园园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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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葬悦韵圆 有较好的线性相关关系 渊则圆越园援怨苑苑冤袁而 栽糟孕韵圆

源园援园

圆园园援园

学

图袁并添加拟合线性回归曲线袁研究发现 栽糟孕悦韵圆 与

远园援园

原员缘援园

学

坐标袁 以动脉血气分析结果为横坐标分别作散点

愿园援园

园

大

缘园援园
员园园援园
员缘园援园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的平均值渊皂皂匀早冤

图 圆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尧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的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图
云蚤早怎则藻 圆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责造燥贼 燥枣 栽糟孕韵圆 葬灶凿 孕葬韵圆袁 栽糟孕悦韵圆
葬灶凿 孕葬悦韵圆

圆援缘

砸韵悦 曲线判断经皮监测的诊断价值

以 孕葬韵圆跃员园园 皂皂匀早 为高氧血症袁以 孕葬韵圆约愿园 皂皂匀早

为低氧血症袁 以 孕葬悦韵圆跃源缘 皂皂匀早 为高二氧化碳血

症袁以 孕葬悦韵圆约猿缘 皂皂匀早 为低二氧化碳血症袁以无创
经皮监测数值为检测指标分别做 砸韵悦 曲线袁栽糟孕鄄

悦韵圆 可以较准确地预测高二氧化碳分压渊曲线下面积
为 园援怨苑愿袁栽糟孕悦韵圆 为 源远 皂皂匀早 时敏感度为 怨园豫袁特异

度为 员园园豫冤及低二氧化碳分压渊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怨怨袁

栽糟孕悦韵圆 为 猿员援缘 皂皂匀早 时敏感度为 怨愿援怨豫袁 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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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志袁刘 云袁阚 清袁等援 无创经皮监测在氧疗新生儿中的应用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源冤院源缘远原源远园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因素
病种
砸阅杂
非 砸阅杂
胎龄
早产儿
足月儿
出生体重
圆援缘耀源援园 噪早
蕴月宰
耘蕴月宰
月酝陨
逸员园 噪早 辕 皂圆
约员园 噪早 辕 皂圆
孕葬韵圆
约远园 皂皂匀早
远园耀员园园 皂皂匀早
逸员园园 皂皂匀早
氧合指数
逸猿园园
员缘园耀猿园园
约员缘园
云蚤韵圆
逸猿园豫
约猿园豫

窑 源缘怨 窑

相关影响因素分层下的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性分析

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藻造葬贼藻凿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怎灶凿藻则 泽贼则葬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例数

栽糟孕韵圆原孕葬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则值

栽糟孕悦韵圆原孕葬悦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则值

圆远
圆怨

原员怨援缘源 依 圆苑援圆园
原猿远援怨苑 依 猿怨援苑怨

园援愿园缘鄢鄢
园援缘圆怨鄢鄢

原园援远缘 依 圆援缘苑
原园援苑源 依 猿援员猿

园援怨愿缘鄢鄢
园援怨怨园鄢鄢

猿圆
圆猿

原猿猿援圆猿 依 猿远援愿远
原圆缘援缘园 依 猿源援圆员

园援缘缘圆鄢鄢
园援苑缘源鄢鄢

原员援园员 依 猿援源园
原园援源苑 依 圆援源员

园援怨怨员鄢鄢
园援怨愿缘鄢鄢

圆员
圆猿
员员

原猿源援源猿 依 猿愿援员缘
原圆怨援园怨 依 猿远援猿愿
原员苑援园怨 依 圆缘援远源

园援苑缘缘鄢鄢
园援缘苑缘鄢鄢
园援缘猿远

原园援远缘 依 猿援猿缘
原园援苑苑 依 圆援苑远
原园援远猿 依 圆援员远

园援怨愿愿
园援怨愿缘鄢鄢
园援怨怨缘鄢鄢

猿员
圆源

原猿员援苑员 依 猿缘援园苑
原圆源援愿愿 依 猿缘援苑怨

园援苑缘员鄢鄢
园援源源怨鄢

原园援愿远 依 猿援园源
原园援源愿 依 圆援远源

园援怨愿苑鄢鄢
园援怨怨园鄢鄢

员圆
圆员
圆圆

原园员援园愿 依 员员援怨苑
原员猿援猿愿 依 员圆援苑苑
原缘怨援远源 依 猿源援愿远

园援远源源鄢
园援源猿苑鄢
园援缘圆员鄢

原园援园愿 依 圆援圆圆
原员援园源 依 圆援怨苑
原园援苑员 依 猿援员园

园援怨怨远鄢鄢
园援怨愿怨鄢鄢
园援怨苑愿鄢鄢

圆园
员怨
员远

原缘苑援苑缘 依 猿缘援愿愿
原员猿援远愿 依 圆源援圆猿
原员园援猿员 依 员愿援怨远

园援猿员员
园援愿怨圆鄢鄢
园援圆怨愿

原员援园员 依 猿援园苑
原园援苑园 依 圆援苑愿
原园援猿员 依 圆援苑怨

园援怨苑缘鄢鄢
园援怨苑愿鄢鄢
园援怨怨源鄢鄢

猿怨
员远

原圆愿援园园 依 猿苑援园远
原猿园援缘园 依 猿员援猿员

园援远怨员鄢鄢
园援缘圆园鄢

原园援缘愿 依 圆援怨源
原园援怨愿 依 圆援苑园

园援怨怨园鄢鄢
园援怨愿园鄢鄢

砸阅杂院呼吸窘迫综合征曰蕴月宰院低出生体重袁出生体重低于 圆 缘园园 早曰耘蕴月宰院极低出生体重袁出生体重低于 员 缘园园 早曰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鄢鄢孕 约 园援园员遥

表源
栽葬遭造藻 源

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酝怎造贼蚤增葬则蚤葬贼藻 造蚤灶藻葬则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藻造葬贼藻凿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月酝陨
园援苑怨园
园援远圆员

指标
栽糟孕悦韵圆
栽糟孕韵圆

砸陨
园援圆远怨
园援愿愿园

渊则冤

云蚤韵圆
园援猿远圆
园援愿愿园

衰竭组 栽糟孕悦韵圆 和 孕葬悦韵圆 都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一

致性袁且 源 例循环障碍者结果证实了此理论袁而与

相关研究咱猿暂不同的是袁本研究非循环障碍组 栽糟孕悦韵圆
均低于 孕葬悦韵圆袁 可能的解释是经皮无创监测的设定

温度 渊源圆益冤 及监测时间的不同袁 而体重尧云蚤韵圆尧砸陨尧
杂葬韵圆尧胎龄等相关影响因素均对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一

员园园援园豫冤遥 栽糟孕韵圆 预测能力稍差袁预测高氧分压渊曲线下

致性的影响甚小遥

缘源援缘豫袁 特异度为 愿缘援苑豫冤 及低氧分压渊曲线下面积为

情况下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遥 淤循环障碍院国内

面 积 为 园援苑猿缘袁栽糟孕韵圆 为 苑源援缘 皂皂匀早 时 灵 敏 度 为
园援苑员源袁栽糟孕韵圆 为 源愿 皂皂匀早 时灵敏度为 缘园援园豫袁 特异度

为 怨缘援圆豫冤遥
猿

讨

对于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的相关性及一致性袁在不同

有研究表明循环障碍组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无相关性 咱远暂袁

但本研究结果发现循环障碍组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差值
相比较循环正常组有所缩小袁但循环障碍时常伴发

论

呼吸障碍等袁 且本研究纳入的循环障碍组例数较

影响经皮无创监测与动脉血气分析的相关性

少袁故循环障碍下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的一致性可能尚受

及一致性的因素甚多遥

其他因素的影响遥 于呼吸障碍院研究还表明呼吸障

栽糟孕悦韵圆 和 孕葬悦韵圆 的相关性及一致性更好袁 且 栽糟孕悦韵圆

本研究对于依据 孕葬韵圆 诊断呼吸衰竭者的分析得出

由于 悦韵圆 的弥散能力显著高于 韵圆袁所以理论上

理论上应该高于 孕葬悦韵圆袁 这可能与其局部电极加热
效应及组织代谢 悦韵圆 产生增加密切相关袁尤其在低
灌注情况下 袁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即使在呼吸
咱缘暂

碍组无创监测与动脉血气具有一定相关性 咱远暂袁虽然
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袁但进一步分层的结果却无表

明 砸陨约员缘园 组袁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却无统计学相关袁可能

的解释是该研究纳入呼吸障碍组的是有气促临床

窑 源远园 窑

南

京

医

科

表现及血气结果的患儿袁 而本研究中 砸陨约员缘园 组的
患儿之所以没有呼吸衰竭的临床表现袁是靠人为给
氧实现的袁其动脉氧分压已不能反映患儿真实的氧
合袁且 砸陨 是客观指标袁更为可信袁故尚不能认为氧

疗患儿呼吸衰竭时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具有很好的相关
性及一致性遥 盂用氧过度院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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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治疗病例袁 其 栽糟孕悦韵圆原孕葬悦韵圆 为原员员 皂皂匀早袁栽糟孕韵圆原

孕葬韵圆 为原猿 皂皂匀早袁栽糟孕悦韵圆 显著低于 孕葬悦韵圆袁 但对于

栽糟孕韵圆 影响不大袁由于例数仅有 员 例袁无统计分析意

义袁对于其影响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遥

栽糟孕韵圆 及 栽糟孕悦韵圆 监测与动脉血气分析具有较

好的相关性及一致性袁尤其在皮下脂肪层较薄的极

孕葬韵圆 的逐渐增加袁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的差值逐渐增加袁

低出生体重儿遥 栽糟孕悦韵圆 与 孕葬悦韵圆 即使在呼吸衰竭时

儿的氧合袁所以对于 杂葬韵圆 及 孕葬韵圆 过高的氧疗患儿袁

悦韵圆 明显高于 孕葬悦韵圆遥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相关性及一致

而对于氧疗患儿袁如上所述 孕葬韵圆 并不能真实反映患
栽糟孕韵圆 可能更能说明患儿的真实肺部 砸陨袁 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 砸陨 较大的氧疗患儿中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无统

计学相关袁 本研究纳入的患儿均为氧疗患儿袁砸陨 较
大的患儿肺部氧合功能良好袁此时的外源性给氧可
能是不必要的给氧袁 长时间氧依赖可增加 月孕阅 的

患病风险 咱苑暂袁因此对于氧疗患儿袁高氧分压中 栽糟孕韵圆
和 孕葬韵圆 缺乏一致袁这也部分解释了相关高氧分压研

也有较好的相关性及一致性袁而在循环障碍组 栽糟孕鄄

性稍差袁 而对于氧疗患儿袁 在高氧分压下 栽糟孕韵圆 与

孕葬韵圆 缺乏很好的相关性袁在肺部氧合较差却无呼吸

障碍表现时袁栽糟孕韵圆 比 孕葬韵圆 更能反映患儿的动脉氧

合袁对于指导氧疗新生儿的用氧更有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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