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２
表４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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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灌洗液中 ＩＣＡＭ－１ 的含量( ｘ
±ｓꎬｎｇ / ｍｌ)
Ｔ１

Ａ 组( ｎ ＝ ２０)
Ｂ 组( ｎ ＝ ２０)

Ｔ２

２１９.３５±３９.８９

３３４.８１±４７.１１ ＃

２２２.３０±３５.４４

２８５.８８±４１.８１ ∗＃

注:与 Ａ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 Ｔ １ 比较ꎬ＃Ｐ<０.０５

Ｔ３

４２５.６７±６３.２７ ＃

３６８.４９±５９.０５ ∗＃

肺灌洗液中 ＩＬ－６ 的含量( ｘ
±ｓꎬｎｇ / ｍｌ)

表５

Ｔ１

组别
Ａ 组( ｎ ＝ ２０)

Ｔ２

２０.５６±３.７１

Ｂ 组( ｎ ＝ ２０)

Ｔ３

３８.１７±４.０８ ＃

２２.８３±４.４０

３０.８６±５.３７ ∗＃

注:与 Ａ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 Ｔ１ 比较ꎬ＃Ｐ<０.０５

４９.０６±６.３５ ＃

４０.４９±５.９５ ∗＃

讨论 在临床手术中腹腔镜技术使用较为广泛ꎬ如果手
术时间过长ꎬ由于气腹减小肺复张空间ꎬ老年人身体机能和手
术耐受性下降等原因ꎬ可出现缺血缺氧性改变ꎮ 通常情况下ꎬ
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含量较低ꎬ但在氧化应激反应中ꎬ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的表达均升高ꎬ这是导致肺损伤的重要原因ꎮ 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 Ｔ２ 、Ｔ３ 时间点ꎬ患者血清和肺灌洗液中 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的含量明显高于 Ｔ１ 时间点ꎮ 细胞因子是一种免疫递
质ꎬ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具有广泛的影响ꎬ在细胞间或细胞与组
织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ＩＬ－ ６ 作为一种促
炎因子ꎬ介导炎症反应ꎬ通过刺激中性粒细胞ꎬ使其释放炎性
蛋白和炎性介质ꎬ增高 ＩＣＡＭ－１ 的表达ꎬ使中性粒细胞与内皮
细胞间的黏附性增加ꎬ血管通透性增加ꎮ ＩＣＡＭ － １ 作为一种
重要的黏附分子ꎬ参与细胞的黏附和信号传递ꎮ 在肺损伤中
ＩＣＡＭ－１ 与配体相结合ꎬ激活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ꎬ介导白细
胞的黏附ꎬ使其到达炎症部位ꎬ进而参与炎症反应ꎬ在促进炎
性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有研究表明抑制或拮抗 ＩＣＡＭ－１ 的
表达可减轻内毒素诱导的急性肺损伤ꎬ从而起到保护肺功能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作用[１] ꎮ 此外ꎬ黏附分子与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呈负相关[２] ꎮ
七氟烷作为一种新型吸入麻醉药ꎬ具有诱导和苏醒快ꎬ无
呼吸道刺激ꎬ对心率和血压影响较小ꎬ围术期生命体征平稳ꎬ
易于掌控等优点ꎬ在临床麻醉中被广泛使用ꎬ其在器官保护方
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３]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七氟烷能
降低血清和肺灌洗液中 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的含量ꎬ并且七氟烷
组 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ꎬ七氟烷通过减轻
氧化应激反应 [４] ꎬ降低 ＩＬ－６ 的表达ꎬ并减少内皮细胞与白细
胞的相互作用ꎬ降低黏附性ꎬ防止白细胞在肺内聚集ꎬ降低肺
泡上皮细胞( ＡＥＣ) 的 ＩＣＡＭ－ １ 表达 [５] ꎮ 因此ꎬ七氟烷可能通
过降低 ＩＣＡＭ－１ 和 ＩＬ－６ 的表达ꎬ起到肺保护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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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例胎儿生长受限的高危因素及妊娠结局分析
雷桔红
【 摘要】

目的

探讨胎儿生长受限的高危因素及预后ꎬ为产前咨询及处理提供参考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活产的 １３４ 例生长受限新生儿( 病例组) 及同期分娩的
１３４ 例体重正常新生儿( 对照组) 作为研究对象ꎬ回顾性对比分析两组在妊娠期的并发症、合并症、妊娠结
局及新生儿结局等资料ꎮ 结果

病例组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前置胎盘、羊水过少、脐带扭转的比例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病例组中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及贫血的比
例与对照组相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ꎬ但病例组中有 １０ 例低蛋白血症( ７. ４％) 和 ６ 例肾病( ４.

５％) ꎬ而对照组未有低蛋白血症或肾病的发生ꎮ 病例组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病例组早产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比例均明显大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ꎮ 结论

胎儿生长受限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前置胎盘、羊水过少及脐带扭转等因素密切相关ꎬ并容易

引起医源性早产和新生儿窒息ꎬ孕期应注意加强对高危因素的监测和处理ꎬ以提高胎儿生长受限的围产儿
结局ꎮ
【 关键词】

胎儿ꎻ

胎儿生长受限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５

重度子痫前期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早产ꎻ

新生儿窒息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１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Ｊｕ－ｈｏｎｇ.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１８０３６ꎬ Ｃｈｉｎａ.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３６ 广东深圳ꎬ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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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 ＦＧＲ) 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ｉｎｆ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ＧＲ ( ｃ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１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ꎬｔｈｏｓ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ꎬ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ꎬ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ｐｒｅｖｉａꎬ ｏｌｉｇｏａｍｎｉｏｓꎬ ｔｏ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 ＦＧ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ｅｍ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ＧＲ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０ (７.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ｙ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ａｎｄ ６ (４.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ＦＧＲ ｇｒｏｕｐꎬ
ｂｕｔ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Ｇ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ｉｎ ＦＧ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ＧＲ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ꎬ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ｐｒｅｖｉａꎬ ｏｌｉｇｏａｍｎｉｏｓ ａｎｄ ｔｏ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ꎬ ａｎ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Ｇ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ＧＲ.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ｔｕｓꎻ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ꎻ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ꎻ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ꎻ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胎儿生长受限(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ꎬＦＧＲ) 是指生长发

甲状腺疾病、贫血等并发症的比例ꎻ分组比较两组中早产、新

育潜能未达到正常水平的一种胎儿疾病ꎬ主要表现为胎儿估

生儿窒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死亡等情况的比例ꎮ

长发育处于落后水平的一种病理状态ꎮ ＦＧＲ 可导致死胎、胎

资料以(
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以[ｎ(％)]表
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χ２ 检验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重低于同孕周胎儿标准体重的第 １０ 百分位数ꎬ反应了胎儿生
儿窘迫、新生儿窒息、新生儿死亡、子代并发神经系统不良预
后等严重并发症ꎮ ＦＧＲ 存在多种高危因素ꎬ在妊娠期及时识
别 ＦＧＲꎬ对不同病因的 ＦＧＲ 进行必要的干预措施ꎬ根据病情

３.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

二、结果

１.两组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病例组中妊娠期高

适时终止妊娠ꎬ对降低 ＦＧＲ 相关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具有重

血压疾病、前置胎盘、羊水过少、脐带扭转的比例均明显高于

儿ꎬ与同期分娩的 １３４ 例正常大小新生儿进行对比性分析ꎬ探

期高血压疾病中有 ２８ 例(２８ / ４８ꎬ５８.３％) 均为重度子痫前期ꎬ

要意义ꎮ 为此ꎬ本文回顾性分析本院分娩的 １３４ 例 ＦＧＲ 新生
讨 ＦＧＲ 的高危因素ꎬ为 ＦＧＲ 的预防、监测和处理提供参考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活产分娩的 １３４ 例生长受限新生儿归为病例组ꎬ

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病例组中ꎬ４８ 例妊娠
其中 １８ 例(１８ / ２８ꎬ６４.３％) 发生了早产ꎬ而对照组中 ９ 例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中仅有 ２ 例( ２ / ９ꎬ２２.２％) 发生了早产ꎬ均为重
度子痫前期ꎮ 见表 １ꎮ

２.两组妊娠期合并症发生情况比较:病例组中妊娠期糖

孕妇平均年龄(２８.８±４.７) 岁ꎬ平均分娩孕周(３４±４.２) 周ꎻ对每

尿病、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及贫血的比例与对照组相比ꎬ无统

为对照ꎬ共收集 １３４ 例体重正常的新生儿纳入对照组ꎬ对照组

４％) 和 ６ 例肾病(４.５％) ꎬ而对照组中未有低蛋白血症或肾病

２.研究方法:(１) 胎儿生长受限的诊断标准:出生体重低

３１ 例、１７ 例和 １ 例ꎻ对照组中ꎬ轻度贫血、中度贫血和重度贫

形、胎儿染色体异常ꎮ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羊

３.两组妊娠结局情况比较:病例组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

１ 例病例组病例均随机对比 １ 例同一天分娩的正常体重儿作
孕妇平均年龄(３０.６±４.２) 岁ꎬ平均分娩孕周(３８±３.２) 周ꎮ

于同胎龄标准体重的第 １０ 百分位数ꎮ 排除标准:胎儿结构畸

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ꎬ但病例组中各有 １０ 例低蛋白血症 ( ７.

的发生ꎮ 病例组中ꎬ轻度贫血、中度贫血和重度贫血分别为
血分别为 ３２ 例、１５ 例和 ０ 例ꎮ 见表 ２ꎮ

水过少、早产、新生儿窒息等疾病的诊断标准参考 « 妇产科

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病例组早产

娩孕周、出生体重、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新生儿出生后 １

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病例组 ５６ 例早产中ꎬ有 １８ 例( １８ / ５６ꎬ３２.

学» ( 第 ９ 版ꎬ人民卫生出版社) ꎮ (２) 资料收集:产妇年龄、分

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比例均明显大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

分钟和 ５ 分钟的 Ａｐｇａｒ 评分ꎮ ( ３) 分组比较两组中妊娠期高

１％) 是重度子痫前期引起的医源性早产ꎻ对照组 １６ 例早产

肝内胆汁淤积症、妊娠期糖尿病、低蛋白血症、肾病、妊娠合并

产ꎮ 见表 ３ꎮ

血压疾病、前置胎盘、子宫畸形、羊水过少、脐带扭转、妊娠期

表１
组别

病例组( ｎ ＝ １３４)
对照组( ｎ ＝ １３４)
χ２ 值
Ｐ值

中ꎬ仅有 １ 例( １ / １６ꎬ６.３％) 是重度子痫前期引起的医源性早

两组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ｎ(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前置胎盘

子宫畸形

羊水过少

脐带扭转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９(６.７)

１(０.７)

０(０.０)
－

１１(８.２)

５(３.７)

０(０.０)
－

４８(３５.８)
３３.８９３
０.０００

９(６.７)
６.６４８
０.０１０

６(４.５)
－

３４(２５.４)
１４.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４)
４.５８８
０.０３２

５(３.７)
－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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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组别

病例组( ｎ ＝ １３４)
对照组( ｎ ＝ １３４)
χ２ 值
Ｐ值

妊娠期糖尿病

两组妊娠期合并症发生情况比较[ ｎ( ％) ]
低蛋白血症

２７(２０.１)

１０(７.４)

３５(２６.１)

－

０.２４７

表３
组别
病例组( ｎ ＝ １３４)
对照组( ｎ ＝ １３４)
χ２ / ｔ 值
Ｐ值

新生儿出生体重

０(０.０)
－

６(４.５)

贫血

９(６.７)

４９(３６.６)

０.６３６

０.０９０

－

４７(３５.１)

０.４２５

０.７６４

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新生儿死亡

１６(１５.４)

１(０.７)

１３(９.７)

０(０.０)
－

[ ｎ( ％) ]
５６(４１.８)

２.０４８

１９.３５１

０.０４５

甲状腺疾病

早产

( ｘ
±ｓꎬｋｇ)
２５１４±５５１
３４６２±４５２

肾病

６(４.５)

０(０.０)
－

１.３４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 ｎ( ％) ]
９(６.７)
６.６４８

０.０００

[ ｎ( ％) ]
７(５.２)
１.９４５

０.０１０

[ ｎ( ％) ]
０(０.０)
－

０.１６３

ＦＧＲ 属于常见的胎儿发育异常ꎬ中国的数据提示

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重度子痫前期与 ＦＧＲ 的密切相关性ꎬ表明

中孕期超声扫描前即已经发生死胎或流产ꎬ实际发生率可能

蛋白血症时ꎬ应首先排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ꎬ再进行高蛋白饮

讨论

ＦＧＲ 发生率达 ８.７７％ [１] ꎬ由于许多严重 ＦＧＲ 可能在早孕期、
更高ꎮ ＦＧＲ 属于复杂、多因素疾病ꎬ目前已知胎儿生长受限
的病因主要包括母体因素、胎儿因素、胎盘脐带因素等 ３ 大方
面

[２]

ꎮ

单纯因为低蛋白血症引起的 ＦＧＲ 比例相当较小ꎬＦＧＲ 合并低
食治疗ꎮ
除以上因素之外ꎬ黄时敏等 [６] 研究提示贫血、叶酸缺乏、
妊娠期甲减症均是影响胎儿生长受限的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

在母体因素方面ꎬ常见的疾病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糖

中ꎬ两组的贫血发生率无显著差异ꎬ其中中度贫血和重度贫血

尿病、肾病、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ꎬ其中重度子痫前

的比例也差别不大ꎬ可能与本研究主要统计产后贫血有关ꎬ收

关ꎬ本研究提示ꎬＦＧＲ 组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比例明显高

研究中ꎬ病例组合并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比例为 ５.２％(７ / １３４) ꎬ

期与 ＦＧＲ 的发生非常密切ꎬ两者均与胎盘微小血管异常相
于对照组(３５.８％ ＶＳ ６.７％) ꎮ 其中病例组中ꎬ有 ５８.３％均为重
度子痫前期ꎬ病情越重ꎬ发生 ＦＧＲ 的概率可能越高ꎮ 国内研
究表明重度子痫前期是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的独立危险因

集产前贫血的资料ꎬ可能更能反映贫血与 ＦＧＲ 的相关性ꎻ本
对照组为 ３.０％(４ / １３４) ꎬ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样本
量相对较小有关ꎮ

除母体因素之外ꎬ其他因素ꎬ比如脐带胎盘因素也是导致

素 [３] ꎬ重度子痫前期容易出现胎盘血管痉挛、血管内皮损伤、

ＦＧＲ 的重要危险因素ꎬ本研究提示羊水过少、前置胎盘和脐

期子宫内螺旋动脉重塑障碍会影响胎盘血管形成ꎬ导致胎盘

易合并产前出血、感染或者血管前置ꎬ这些都是影响胎儿发育

胎盘绒毛浅着床ꎬ这些因素均容易导致 ＦＧＲ 的发生ꎮ 妊娠早
血流供应不足ꎬ从而导致 ＦＧＲ 发生

[４]

ꎮ 重度子痫前期不仅导

致 ＦＧＲ 的发生ꎬ而且明显增加了医源性早产的发生ꎬ使得新
生儿结局更差ꎬ尤其是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ꎬ妊娠期除了选择
终止妊娠ꎬ无其他有效处理措施ꎮ 本研究中ꎬ重度子痫前期相
关的 ＦＧＲ 中ꎬ有 ６４.３％(１８ / ２８) 发生了早产ꎬ重度子痫前期相

关 ＦＧＲ 出生体重均明确低于对照组ꎮ 因此重视子痫前期的
预防、干预ꎬ有助于降低 ＦＧＲ 的发生率和妊娠不良结局ꎮ

带扭转均与 ＦＧＲ 密切相关ꎬ前置胎盘属于胎盘位置异常ꎬ容
的相关因素ꎬ脐带扭转将有可能增加脐血流的阻力ꎬ常伴有脐
动脉 Ｓ / Ｄ 比值增加ꎬ甚至导致舒张末期血流消失或倒置ꎬ长
期慢性的胎儿缺血缺氧ꎬ不仅引起 ＦＧＲꎬ而且严重者引起死
胎ꎻ羊水量反应了胎盘功能ꎬ羊水过少时ꎬ在排除胎儿方面的
原因后ꎬ往往提示胎盘功能低下ꎬ同时羊水过少也会限制了胎
儿的发育ꎮ

ＦＧＲ 明显影响了新生儿的结局ꎬ根据本研究结果提示ꎬ

本研究中ꎬ病例组和对照组中妊娠期糖尿病的比例无显

病例组的早产、新生儿窒息的发生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ꎬ根据

著差异ꎬ糖尿病容易并发巨大儿ꎬ但严重的糖尿病也容易使得

邰雯等 [７] 研究提示ꎬＦＧＲ 儿和正常出生体重儿之间体格发育

糖使血管内皮细胞逐渐受损ꎬ血小板活化ꎬ凝血、抗凝和纤维

５６) 的早产为重度子痫前期引起的医源性早产ꎬ而对照组仅

胎盘循环功能障碍ꎬ导致 ＦＧＲ 的发生ꎮ 有研究提示持续高血

蛋白溶解的平衡被打破ꎬ随着孕周增加ꎬ血管内皮损伤加重ꎬ
导致胎盘绒毛坏死增多ꎬ释放组织凝血活酶ꎬ血管内广泛微血
栓形成ꎬ微血栓影响胎盘血供ꎬ进而影响胎儿生长发育ꎬ导致

和智力发育均有差异ꎮ 本研究提示ꎬ病例组中有 ３２.１％ ( １８ /

有 ６.３％(１ / １６) 的早产为重度子痫前期引起的医源性早产ꎮ
王美玲等 [８] 研究提示ꎬ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合并 ＦＧＲ 的早产
发生率( ５２. ６３％) 明显高 于 未 合 并 ＦＧＲ 的 早 产 发 生 率 ( ３８.

ＦＧＲ 的发生 [５] ꎮ 本研究中未观察到糖尿病与 ＦＧＲ 的相关性ꎬ

９８％) ꎬ表明 ＦＧＲ 相关性的早产多数为医源性早产ꎬ并且与重

相对较好、未导致严重胎盘血管病变有关ꎮ

发现 ＦＧＲ 高危因素ꎬ比如重度子痫前期、脐带扭转、羊水量异

可能是由于本组研究的病例多数为妊娠期糖尿病ꎬ血糖控制
低蛋白血症属于妊娠期的常见并发症ꎬ多与子痫前期、肾
病、妊娠期血容量增加、妊娠期营养吸收减少等因素有关ꎬ本

度子痫前期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加强 ＦＧＲ 的预防和监测ꎬ及时
常等因素ꎬ并进行适当干预ꎬ对改善 ＦＧＲ 的围产儿结局具有
重要意义ꎮ

研究提示病例组中低蛋白血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ꎬ但是
病例组中 １０ 例低蛋白血症有 ８ 例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ꎬ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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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复合布托啡诺静脉镇痛对二次剖宫产术后
镇痛效果及产后抑郁的影响
张珺

张海涛

【 摘要】
生情况ꎮ 方法

目的

观察右美托咪定复合布托啡诺静脉镇痛对二次剖宫产术后的镇痛效果、产后抑郁发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本院进行二次剖宫产足月单胎的产妇 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

象ꎬ根据术后镇痛方式的不同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右美托咪定复合布托啡诺组( Ｄ 组) 和布托啡诺组( Ｂ
组) 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于术后 ０ ｈ( Ｔ０ ) 、４ ｈ( Ｔ１ ) 、８ ｈ( Ｔ２ ) 、１２ ｈ( Ｔ３ ) 、２４ ｈ( Ｔ４ ) 、３６ ｈ( Ｔ５ ) 分别按照视觉
模拟( ＶＡＳ) 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法评价疼痛以及镇静程度ꎬ并记录各时间段镇痛泵有效按压次数ꎮ 根
据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ＥＰＤＳ) 记录产妇术后 １ 周和 ６ 周的 ＥＰＤＳ 评
分ꎮ 结果

Ｔ２ 、Ｔ３ 和 Ｔ４ 时 Ｄ 组 ＶＡＳ 评分明显低于 Ｂ 组( Ｐ<０.０５) ꎻ在 Ｔ０ ~ Ｔ４ 不同时间段ꎬＤ 组内镇痛泵有

效按压次数均少于 Ｂ 组( Ｐ<０.０５) ꎻＢ 组恶心呕吐发生率明显高于 Ｄ 组( Ｐ< ０.０５) ꎻ产后 １ 周和 ６ 周 Ｄ 组
ＥＰＤＳ 评分明显低于 Ｂ 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对于二次剖宫产术后ꎬ右美托咪定复合布托啡诺静脉镇痛能

提供良好的镇痛效果ꎬ还能有效减轻产后抑郁程度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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