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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重症胎粪
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的效果及安全性

孙义娟，皮玉香

安康市中医医院儿三科，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 研究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

压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康市中医医院2018年2月至2021年3月期间收治的60例重症胎粪吸入

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患儿的诊疗情况。按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患儿

给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研究组患儿给予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两组患儿均连续治疗2周，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分压(PaO2)、氧合指数(OI)水平，以及通气时间、用氧时

间、住院时间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PaCO2、PaO2、OI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PaCO2、OI水平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患儿的PaCO2、OI水平分别为(40.56±4.86) mmHg、
18.49±2.5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6.12±5.03) mmHg、22.36±2.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儿的PaO2

水平明显升高，且研究组为(78.56±6.43) mmHg，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5.76±5.13)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患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住院时间分别为(80.56±5.89) h、(140.28±8.46) h、(12.46±1.87) d，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112.48±6.12) h、(185.26±10.49) h、(17.54±2.06)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患儿的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6.67%、8.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

治疗新生儿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能够改善患儿的肺氧合功能，缩短通气时间、用氧时间、住院

时间，临床应用效果显著，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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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safety of high 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surfac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severe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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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high 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surfac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severe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persistent pul-
monary hypertension. Methods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60 children with severe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reated in Ank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February 2018 to March 2021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ey were divid-
ed into a study group (n=30) and a control group (n=30).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igh-fre-
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igh-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surfactant. Both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treated for 2 weeks. The levels of arterial partial pres-
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2),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 oxygenation index (OI), ventilation time, oxy-
gen use tim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PaCO2, PaO2, and O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PaCO2 and OI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40.56±4.86) mmHg and 18.49±2.54,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56.12±5.03) mmHg and
22.36±2.78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 levels of PaO2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78.56±6.43) mmHg,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5.76±5.13) mmHg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ventilation time, oxygen use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80.56±5.89) h, (140.28±
8.46) h, and (12.46±1.87) 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12.48±6.12) h, (185.26±10.49) h, and (17.54±2.06) 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7% and 8.33%,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High frequency oscil-
latory ventila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surfac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severe meconium aspiration syn-
drome complicated with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an improve the pulmonary oxygenation function, shorten
the ventilation time, oxygen use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and certain safety, which is wor-
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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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粪吸入综合征是指胎儿在宫内或生产时因吸入
混有胎粪被污染的羊水，导致患儿出生后呼吸道出现机
械性阻塞、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失活及肺部炎症等多种全
身症状。患儿发病时易出现气胸、呛咳、肺气肿、心率加
快、肺不张等多种并发症，严重时会发生肺出血、持续肺
动脉高压、呼吸衰竭，危及患儿生命安全[1-3]。胎粪吸入
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是新生儿常见的疾病，目
前在临床上常采用机械通气治疗，但常规的机械通气
治疗不能有效地改善患儿的高碳酸血症和低氧血症
状况。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有学者研究采用高
频振荡通气对胎粪吸入综合征患儿进行治疗，治疗效
果良好，已逐渐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法[4]。另有，胎粪还
会对患儿肺表面活性物质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
使患儿肺表面活性物质严重受损，因此，外源性补充
肺表面活性物质也是治疗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
肺动脉高压的重要方法[5]。故本研究对重症胎粪吸入
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的患儿给予高频振荡通
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以探究其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安康市中医医院
2018年 2月至 2021年 3月期间收治的 60例患有重症
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患儿的诊疗情
况。纳入标准：(l)所有患儿均符合胎粪吸入综合征的
诊断标准[6]及2017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新生儿学组
制定的持续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标准[7]；(2)胎龄≥37周
者；(3)一般临床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1)患有肝、
肺、心等方面严重疾病者；(2)患有先天性畸形或代谢
类疾病者。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
组各 30例。对照组中男性 18例，女性 12例；胎龄
37~41周，平均(39.0±2.0)周。研究组中男性 17例，女
性 13例；胎龄 37~42周，平均(39.5±2.5)周。两组患儿
的性别和胎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已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儿在抗菌药物、营养支持
等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具体方法：
(1)给予患者使用3100B高频振荡呼吸机(上海聚慕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进行通气；(2)将高频振荡呼吸机相关参
数设定如下，振荡频率：8~12 Hz，振幅：25~40 cmH2O
(1 cmH2O=0.098 kPa)，平均气道压：12~18 cmH2O，吸
氧的体积分数为0.6~0.9，然后慢慢调节直至能看清患
儿的胸廓有明显振动，吸入氧浓度为：40%~90%；(3)依

据患儿的血气指标来调节呼吸机的相关参数，使血
气 pH值维持在 7.35左右，动脉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
35~55 mmHg (1 mmHg=0.133 kPa)，动脉氧分压维持在
65~95 mmHg；(4)密切关注患儿的各血气指标水平值，
当吸入氧浓度≤30%，平均气道压≤8 cmH2O，且患儿
的呼吸状态稳定，胸片显示有明显好转，动脉血气指
标水平正常后进行撤机。患儿均连续治疗2周。

1.2.2 研究组 该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
上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具体方法：(1)给予高频
振荡通气之前先给予患儿进行无菌鼻饲管经气管插
管；(2)高频振荡通气方法同对照组；(3)将注射用牛肺
表面活性剂( 北京双鹤药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国药
准字H20052128，规格70 mg)提前预热，并注入至无菌
鼻饲管经气管插管内，当滴入注射用牛肺表面活性剂
后将气囊加压并给予患儿纯氧2 min；(4)给药后2 h之
内，无需对患儿进行气道吸引操作。患儿均连续治疗
2周。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儿治疗前的后动脉血
二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分压(PaO2)、氧合指数
(OI)水平；(2)两组患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和住院时
间；(3)两组患儿的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检测方法 治疗前检查两组患儿的动脉血
气水平，胸部采用多普勒超声检查仪(上海寰熙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及采用X光机(伏特曼光电(中山)有限公
司)进行X射线检查。治疗后 24 h，采用血气分析仪
(南京汉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测定患儿的血气指标
PaCO2、PaO2、OI水平，氧合指数=(吸入氧浓度×平均气
道压/动脉氧分压)。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儿的PaCO2、PaO2、OI水平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PaCO2、OI
水平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但PaO2

水平明显升高，且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和住院时间

比较 研究组患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住院时间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68.98±8.65
67.94±9.02
0.456
0.650

治疗后

40.56±4.86a

56.12±5.03a

12.185
0.001

治疗前

43.06±7.12
43.26±7.46
0.106
0.916

治疗后

78.56±6.43a

65.76±5.13a

8.523
0.001

治疗前

30.78±5.98
31.03±6.01
0.162
0.872

治疗后

18.49±2.54a

22.36±2.78a

5.629
0.001

PaCO2 (mmHg) PaO2 (mmHg) OI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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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儿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研究
组患儿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67%，略低于对照组
的 8.3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1.456，P=0.228>
0.05)，见表3。

3 讨论

新生儿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是新生儿多见病，具有
较高的病死率，为4.3%~11.7%，已对患儿的生命造成严
重威胁[8]。目前在临床上认为其发病机制主要是由于胎
儿在子宫内出现了缺氧情况，刺激了粪便的排出，最终使
羊水受到污染，当胎儿吸入被污染的羊水后，可引起胎
儿呼吸道受阻，从而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会
伴有全身性的炎症反应，进而使胎儿肺泡表面活性物
质受到抑制，使患儿肺部的通气功能出现异常[9-10]。新
生儿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是临
床上常见且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若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极易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甚至死亡。高频
振荡通气已被临床上作为治疗新生儿重症胎粪吸入
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的主要方法，它能对患儿
的气道进行持续扩张，使患儿的肺泡通气量增加，从

而改善患儿通气，达到治疗的目的[11]。
肺表面活性物质属于较为复杂的脂蛋白，其不仅

具有降低肺泡表面张力，稳定肺泡结构的作用，还具
有调节肺局部免疫与炎性反应的作用。胎粪不仅会
对患儿的气道造成阻塞，还会使患儿肺泡表面的活性
物质失活，从而降低了患儿的肺顺应性，加快了肺泡
的萎陷，进一步加重了患儿肺泡换气与通气的功能障
碍。采用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重症胎
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压的机制可能是通
过补充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增加了表面活性物质
代谢池，降低了肺泡表面张力，减少了肺内液体的渗
出，促进了肺泡扩张，改善了肺氧合功能[12-13]。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儿的PaCO2、OI水
平均明显降低，且给予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
质治疗的患儿明显低于给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的患儿，

但PaO2水平明显升高，且给予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
活性物质治疗的患儿明显高于给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的
患儿；给予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的患
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住院时间明显低于给予高频振
荡通气治疗的患儿；给予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

物质治疗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67%，给予高频振

荡通气治疗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33%，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许冬梅等[14]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究其原因在于，通过补充肺表面活性物质促进了

患儿肺泡的扩张，改善了患儿的肺氧合功能与通气功能，

并在高频振荡通气的协助下将补充的活性物质均匀地分

布于患儿的肺部，进一步提高了肺表面活性物质的治疗

效果。另有，肺表面活性物质能有效地降低患儿肺部的

炎症反应，从而减轻了患儿气道与肺部的损伤[15]。

综上所述，采用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

质治疗新生儿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并发持续肺动脉高

压效果显著，患儿的肺氧合功能得到明显改善，患儿的

通气时间、用氧时间、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且不会增加

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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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儿的通气时间、用氧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通气时间(h)
80.56±5.89
112.48±6.12
20.583
0.001

用氧时间(h)
140.28±8.46
185.26±10.49
18.281
0.001

住院时间(d)
12.46±1.87
17.54±2.06
10.000
0.001

表3 两组患儿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心率加快

1
2

呛咳

0
1

气胸

1
1

一次性紫绀

0
1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6.67
8.33

··2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