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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结扎方式对早产儿并发症的影响
罗维真

郭芳朱进秋
【摘要】

汤红芳

张霞李佳普玲张静

目的探讨不同脐带结扎方式对早产儿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９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本院产科顺产出生的早产儿，分别按挤压脐带、延迟脐带结扎及常规脐带结扎三种方
法结扎脐带，每组各纳入１００例，对３组早产儿出生１２～２４ ｈ的Ｈｂ、Ｈｃｔ和部分并发症发生情况进

行比较分析。结果延迟脐带结扎组Ｈｂ（ｇ／Ｌ）高于挤压脐带组和常规脐带结扎组［（２０４±２５）比
（１９６±１６）、（１８５±１２）］，挤压脐带组高于常规脐带结扎组；延迟脐带结扎组Ｈｃｔ（％）高于常规脐
带结扎组［（６７．５±３．０）比（６５．９±３．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挤压脐带组和延迟脐带
结扎组发生败血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ＮＥｃ）和贫血的比例均少于常规脐带结扎组（败血症：
１１％、１３％比２４％，ＮＥＣ：６％、５％比１５％，贫血：２１％、１２％比３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ｏ．０５），挤压脐带组和延迟脐带结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各组发生ＲＤｓ、颅内出
血、呼吸暂停、红细胞增多症、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出血症、早产儿视网膜病（ＲＯＰ）、支气管肺发
育不良（ＢＰＤ）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挤压脐带组和延迟脐带结扎组住院时间
（天）和住院费用（万元）均低于常规脐带结扎组［住院时间：（２８．７±１．５）比（３２．４±１．３）、（３６．２±
１．４），住院费用：（３．１±０．２）比（３．２±Ｏ．４）、（３．９±０．３）］，挤压脐带组低于延迟脐带结扎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挤压脐带和延迟脐带结扎可减少早产儿部分并发症的发生，降
低住院时间和费用，易于临床开展，有利于改善早产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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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ａｃ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ｍｉｌｋｉｎｇ；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ｎｆａｎｔ，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早产儿由于各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生后并发

先天畸形儿，以及因胎盘、母体因素（如前置胎盘出

症多、死亡率及伤残率较高，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

血、母亲严重贫血）导致早产儿出生即有贫血者。

都在研究能减少早产儿并发症及改善预后的方法和

出生有窒息的早产儿只进行常规脐带结扎或挤压脐

措施。胎盘输血是指从出生到脐带结扎这段时间
内，将脐带内的血从胎盘端传递给新生儿，包括挤压

带，退出研究范围。常规脐带结扎组、延迟脐带结扎
组和挤压脐带组最终各入选早产儿１００例。本研究

脐带和延迟脐带结扎两种方法…。既往有学者认

经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分娩前父母

为延迟脐带结扎会引起红细胞增多症、动脉导管开

均知情同意早产儿进行不同脐带结扎方式分组

放、重度黄疸以及增加血容量和心脏前负荷等情况。

研究。

但近期国外学者研究表明，早产儿出生时延迟脐带

二、方法

结扎可提高红细胞比容，减少早产儿脑室内出血和

１．脐带结扎方法：（１）常规脐带结扎组：早产儿

晚发型败血症等疾病，可减少输血需求怛ｊ，与以往

生后３０ ｓ内结扎脐带，不挤压。（２）延迟脐带结扎

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实际工作中发现，延迟脐带

组：早产儿生后６０～１２０ ｓ结扎脐带，不挤压，要求

结扎会影响窒息新生儿复苏，于是一些学者提出挤

早产儿身体位置明显低于母亲和胎盘位置（产床和

压脐带的方法。挤压脐带的整个过程一般在

接生台高度相差１５ ｃｍ）。（３）挤压脐带组：早产儿

ｓ内完成，可以避免延迟脐带结扎延误新生

生后在脐带结扎前行挤压脐带，要求尽可能留大约

１０～２０

儿窒息复苏抢救时间，同时又可以通过胎盘输血减

３０

少贫血的发生ｐ ｏ。本研究对我院２０１１年９月至

至下挤压脐带４次后结扎脐带，一般２０ ｓ内完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出生的早产儿分别进行挤压脐带、延

脐带在近胎儿端３０ ｃｍ内有打结或脐带扭转难以松

迟脐带结扎及常规脐带结扎，探讨不同脐带结扎方

开者则改为常规脐带结扎，退出研究范围。
２．观察指标：观察并记录早产儿出生１２～２４

式对早产儿并发症的影响。
对象和方法

ｅｍ长的脐带，向上举起并松开扭转的脐带，由上

ｈ

血红蛋白（Ｈｂ）和红细胞压积（Ｈｃｔ），发生窒息、呼吸

窘迫综合征（ＲＤＳ）、颅内出血、呼吸暂停、败血症、坏

一、研究对象

死性小肠结肠炎（ＮＥＣ）、贫血（出生２８天内发生）、

选择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本院产科

新生儿出血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ＢＰＤ）、早产儿视

顺产的早产儿，按出生顺序依次行常规脐带结扎、延

网膜病（ＲＯＰ）、高胆红素血症、红细胞增多症的例

迟脐带结扎和挤压脐带，并依次循环。纳入研究标

数，以及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相关诊断均参照

准：生后转新生儿科继续治疗，病历资料完整。排除

《实用新生儿学》第４版。出院标准：精神反应好，

脑脊膜膨出、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消化道畸形等严重

体重达２０００ ｇ，可自行吃奶不需输液，体温稳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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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呼吸暂停、心动过缓发生。

压脐带组和延迟脐带结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三、统计学方法

（Ｐ＞０．０５）；各组发生ＲＤＳ、颅内出血、呼吸暂停、红

应用ＰＥＭＳ ３．１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值±

细胞增多症、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出血症、ＲＯＰ、

标准差（元±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

ＢＰＤ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

比较采用Ｓ腆ｇ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

表３。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两比较采用分割卡方检验。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表３各组早产儿并发症比较（例）

果

１．一般情况：人选的３００例顺产早产儿中男

１３１例，女１６９例，胎龄２９～３６周，出生体重１ｌｏｏ一
２８００

ｇ。各组早产儿性别、胎龄、出生体重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早产儿一般情况比较

注：８与常规脐带结扎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挤压脐带组比较，
Ｐ（Ｏ．０５

４．各组早产儿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比较：挤压
２．各组早产儿出生１２—２４

Ｈｂ和Ｈｃｔ比较：

脐带组和延迟脐带结扎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低

延迟脐带结扎组Ｈｂ高于挤压脐带组和常规脐带结

于常规脐带结扎组，挤压脐带组低于延迟脐带结扎

扎组，挤压脐带组高于常规脐带结扎组，差异有统计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４。

ｈ

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ｃｔ在延迟脐带结扎组Ｈｃｔ高于

常规脐带结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４

Ｈｃｔ在延迟脐带结扎组和挤压脐带组、挤压脐带组

各组早产儿住院时间及住院
费用比较（ｉ±ｓ）

和常规脐带结扎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早产儿出生１２～２４

ｈ Ｈｂ

和Ｈｃｔ比较（贾±ｓ）
注：８与常规脐带结扎组比较，Ｐ＜０．０ｌ；６与挤压脐带组比较，
Ｐ＜Ｏ．０ｌ

讨
注：８与常规脐带结扎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挤压脐带组比较，
Ｐ＜Ｏ．０５

论

２０１２年５月世界卫生组织，救助儿童基金会，
孕产妇、新生儿与儿童健康伙伴关系等多个机构在
联合国总部发布了首份系统性的世界早产儿状况报

３．各组早产儿并发症比较：挤压脐带组和延迟

告。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１５００万早产儿出生，超

脐带结扎组发生败血症、ＮＥＣ和贫血的比例均低于

过全部新生儿的十分之一，其中上百万婴儿在出生

常规脐带结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挤
ｏｈ

后不久很快夭折。早产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肺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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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岁以下儿童的第二大杀手。与之相似，我国早产

和贫血的发生，可缩短住院时间及降低住院费用，应

儿数量也逐年上升，早产儿发生率已由５％上升至

在临床积极推广。但在临床工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

９％一１０％，每年约有１６０万早产儿出生，早产儿出

在产时选择不同的脐带结扎方式：（１）目前尚缺少

生后在近期、中期、远期都有较多并发症，有较高死

剖宫产新生儿合适的延迟脐带结扎方法，建议行脐

亡率及后遗症发生率，已成为新生儿领域最重要的

带挤压和常规脐带结扎；（２）课题研究中发现延迟

问题。要降低早产儿死亡率及伤残率，就要尽可能

脐带结扎组窒息发生率较高，提示延迟脐带结扎可

减少早产儿并发症的发生及减轻严重程度。Ｔｕｃｋｅｒ

能影响复苏，与Ｍａｃｏｎｅｓ等旧。的报道一致，所以需要

等Ｈ１指出，产前预防应用激素及生后肺表面活性物

复苏的早产儿建议采取常规结扎或挤压脐带的方

质的应用是改善早产儿预后的两个干预手段，而

法。此外还需注意延迟脐带结扎时间并非越长越

Ｈｕｔｃｈｏｎ＂１坚持认为应该加入延迟脐带结扎的胎盘

好，应避免发生红细胞增多症；挤压脐带要注意先充

输血方法，认为可减少早产儿并发症，如贫血、低血

分回旋松开扭转的脐带，否则会影响脐带血的回

压等。Ｍｅｒｃｅｒ等心１认为败血症的发生可能与早产

输量。

儿出生时血容量中保护性造血干细胞祖细胞丢失、

胎盘输血的方法简便易行，不需任何设备、仪

免疫功能损害有关，强调延迟脐带结扎能减少极低

器，在实际工作中易被产科接生人员掌握；脐血中含

出生体重早产儿脑室内出血、晚期败血症的发生率。

有丰富的干细胞和祖细胞，具有较强的自我增殖、多

Ｍａｒｃｈ等帕１认为早产儿出生时挤压脐带的胎盘输血

向分化的能力，对于不成熟的早产儿来说，脐血应被

方法相对于早期脐带结扎，有更高的Ｈｃｔ，需要输血
少，脑室内出血发生率低。俞章斌等一１进行循证医

充分利用。胎盘输血在各级医院及基层易于推广应

学研究Ｍｅｔａ分析显示，脐带挤压可以提高新生儿出

况下，胎盘输血能节约医疗资源，减少脐血的环境污

生后的Ｈｂ水平，减少新生儿低血压和颅内出血的

染，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减少早产

发生，有可能成为一项安全的改善新生儿预后的临

儿并发症，从而降低早产儿死亡率和伤残率，有望改

床方法。李府等旧１研究结果提示，早产儿脐血与足

善早产儿的预后。

用，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

月儿脐血相比含有更高比例的造血干／祖细胞和较
强的集落形成能力。提示早产儿脐血中有较足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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