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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关于新生儿衰竭实践管理的两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第355周的麻醉学教程）讲述了新生儿衰竭的初步

评估和初步管理。本文详述了导致新生儿衰竭的四种最常见疾病

的具体管理方法。本文不打算成为这一重要议题的权威性文本，

但我们希望对那些不经常面对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

资源。我们提供一些优秀的、更详细的教育材料作为参考资料。

此外，以前文章的附录中列举了在负责护理这类病人的所有部门中应该容易获得的医疗器械的清单。 

新生儿衰竭的原因主要有四种：先天性心脏病、感染、先天性代谢异常和非意外伤害。通常情况下，这确切原因的

最初是不清楚的。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有上述四种情况之一的衰竭的新生儿都必须管理起来。正如以前所强调

的，这些新生儿的管理是复杂的，需要迅速组建最有经验的团队。虽然一些专业技术（如新生儿超声心动图）可能非常有

益，但它们并非普遍可用。如果怀疑是先天性心脏病，应尽快开始合适的治疗（如输注地诺前列酮），并亟待寻求专家的

帮助。下面将依次讨论上述4种主要原因。 

 

新生儿脓毒症 
 

新生儿脓毒症通常诊断困难。因此，所有出现严重不适的新生儿都应被视为患有严重的潜在感染，除非另有证明。前期症

状要么缺乏，要么非常模糊。后者的例子包括：行为改变、肌张力改变、喂养困难和皮肤颜色改变。脓毒症更明确的临床

指标包括体温<36℃或>38℃、局部感染体征、休克迹象、少尿、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下面列出了一些新生儿脓

毒症的危险因素。 

   

 

 

新生儿脓毒症的危险因素: 

 孕妇 B 族链球菌定植 

 早产胎膜破裂 

 自然分娩早产  

 疑似或确诊早产胎膜破裂超过18小时 

 分娩期体温> 38℃或疑似/确诊绒毛膜羊膜炎 

 疑似患有脓毒症的产妇直到产后24小时才使用抗生素 

 对于多胎妊娠的情况，怀疑或证实另一个婴儿感染 

  

2017 年 6 月 27 日 

2017 

关键点 
 

 任何疑似严重感染的新生儿应该在1小时内应用
抗生素，而不必延误至确诊后才使用抗生素； 

 先天性心脏病的可疑患者，应开始输注前列腺
素，目的是为了逆转动脉导管的功能性关闭； 

 非意外伤害难于识别，需要高度怀疑； 

 所有危重新生儿应排除先天性代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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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疑似或可能患严重感染的新生儿应尽快给予抗生素，在1个小时内作出给予抗生素的决定。证据表明，在成年的

脓毒症病人中，合适抗生素治疗的延迟时间与脓毒症引起的低血压和死亡率存在线性相关1。在怀疑新生儿脓毒症的情况

下，确诊不能延误抗生素的应用。如果培养仍是阴性的，且没有确切的证据，那么先及时给予抗生素并在稍后停用也更加

安全。如果可能的话，在抗生素治疗前获得适当的培养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包括等待行腰椎穿刺。 

 

 
 

 

目前的指南建议青霉素25mg/kg和庆大霉素5mg/kg作为初始经验性治疗，除非微生物监测数据显示局部细菌耐药模

式需要选择不同的抗生素2。一般来说，您的医院或您的三级接收中心的协议应该遵循。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出现在急诊室的衰竭的新生儿不太可能有明确的先天性心脏病（CHD）的诊断。基于这个原因，高度怀疑至关重要，

如果患儿存在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往往需要及时治疗，直至证实为其它疾病。动脉导管依赖性损伤往往出现于出生 2 周

内。为此，任何不适新生儿应常规评估并测量动脉导管前、后的血压和血氧饱和度。非动脉导管依赖性病变可能出现在任

何时间，包括出生 2 周内。成功的管理需要对胎儿出生前后循环的变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动脉导管是在肺动脉和降主动脉之间的管道。在出生前胎儿血流经该导管绕过肺，进入体循环。动脉导管闭合包括

两个阶段。导管功能性闭合通常发生在分娩 15 个小时内。新生儿血液中氧含量的增加、来自母体的前列腺素水平的下降

可导致新生儿肺血管阻力显著下降，进而引起动脉导管功能性闭合。动脉导管解剖闭合通常发生在分娩后几周内。 

 

 

 

动脉导管的功能性闭合可以从以下三种方式揭示先天性心脏病： 

1. 阻断血液进入体循环——见于左心梗阻性病变； 

2. 阻断血液进入肺循环——见于右心梗阻性病变； 

3. 通过移除一个重要的混合点，该点是来自其他独立肺组织的血液和体循环血液的混合部位——见于大血管转位。 

 

左心梗阻性病变 

 

左心梗阻性病变可能出现在导管闭合的时候，包括主动脉缩窄、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和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通常这

些新生儿伴有休克、代谢性酸中毒、苍白、花斑和无脉或脉搏减少。重要的是，这些并不是先天性心脏病特有征象，这些

征象一旦出现就无法与导致新生儿衰竭的其他原因（如脓毒症或先天性代谢缺陷）区别。 

大多数非儿科专家熟悉主动脉缩窄和严重主动脉瓣狭窄。这也很容易理解，在这些疾病中为什么恢复或改善动脉导

管血流（开放动脉导管）后可以暂时改善全身灌注，等待手术矫正。 

新生儿脓毒症疑似病例的可开展的进一步检查: 

 C-反应蛋白 

 血培养 

 尿培养 

 鼻咽分泌物行呼吸道病毒筛查，咽拭子细菌学检测 

 如果有脓性眼睛分泌物流出，行眼拭子衣原体及淋球菌检测 

 可考虑腰椎穿刺，但在急危重症新生儿很少进行  

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天性心脏病的初始治疗依赖于：给予前列腺素E1或E2能够重新打开功能性闭合的动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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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不太好理解。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表现为二尖瓣闭锁，伴有左心室和主

动脉起始部发育不全；该病直到大约 30 年前才被认为是致命的疾病。由于这些异常，体循环依赖于开放的动脉导管并且

早期生存也依赖于非限制性房间隔缺损。通过动脉导管和房间隔缺损的血流方向取决于肺和全身血管阻力之间的平衡。这

种平衡非常重要，因为过多的肺血流量可能导致全身灌注危险而又致命的减少。 高 PaO2、低 PaCO2 和高全身血管阻力

可增加肺血流量。因此，高氧浓度通气可能导致低心排量和心脏骤停。许多生理参数需要保守的目标。通常血氧饱和度的

初始目标应该在 75-85%之间，血气分析中 PaO2 和 PaCO2 的目标应该在 7KPa 左右。除非使用的呼吸机能够提供 21%

或者更少的吸入氧浓度，否则达到低 PaO2 的目标不太可能实现。在急诊手术前通常需要使用机械通气和正性肌力药物。 

 

右心梗阻性病变 

右心梗阻性病变包括严重的肺动脉瓣狭窄、肺动脉闭锁、三尖瓣闭锁和 Fallot 四联征。后两种疾病是青紫型先天性

心脏病的病因，尽管曾有报道无症状的非发绀型 Fallot 四联征个体。大部分右心阻塞性病变有额外的血液混合点，如室间

隔缺损（VSD）或房间隔缺损（ASD）。在动脉导管闭合情况下，该额外的血液混合点仍能保证心输出量维持在一定水平。

伴有右心梗阻性病变的新生儿从出生即可出现紫绀，或者在动脉导管关闭合时出现紫绀、代谢性酸中毒、肺灌注减少的胸

片征像。 

 

大血管转位 

大血管转位是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和体循环血液混合的疾病。体循环和肺循环作为两个独立的并联系统，有三个

潜在的混合点：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和房间隔缺损。大血管转位的患者常常在出生时就出现紫绀，因此，这些新生

儿中的大多数将出现在新生儿医疗团队，而不是成人重症监护室或非专业的急诊医学中心。然而，大血管转位可能出现在

动脉导管关闭的后期。 因此这儿对此进行描写。 

 

新生儿快速型心律失常 

新生儿快速型心律失常是另一组导致新生儿衰竭的心血管疾病。对于任何一个新生儿心率超过 220 次/分，都应怀疑

患有新生儿快速型心律失常。这种特殊的心律失常通常由 12 导联心电图来鉴别。应向儿科心脏病专家寻求进一步的治疗

建议。如果不能立即找到上述专家，那么也应该将心电图传真或扫描发给他们。该疾病的详细描述和具体的管理超出了本

文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关注新生儿心动过速的最新进展：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72672/. 

 

可疑或确诊先心病(CHD) 的初步治疗方法 

    与所有新生儿衰竭病例一样，对可疑或经证实的 CHD 患儿的初始管理应由熟练的团队进行，包括对气道、呼吸和循环

适当的快速评估。同时，在新生儿衰竭病例中，如果患者出现紫绀、对氧的反应差或缺乏反应、股动脉搏动缺乏、心音低、

心脏扩大或肝肿大应进一步增加怀疑先天性心脏病是新生儿衰竭的根本原因。熟练的操作者进行证明是非常超声心动图有

用的，但超声心动图检查不应延迟稳定相关初步治疗。重要的是，稳定本身并不经常依赖于特定诊断的辨认。 

 

前列腺素 

输注前列腺素 E2（地诺前列酮）和前列腺素 E1（前列地尔）都可以防止动脉导管的闭合或逆转动脉导管的功能性

闭合。地诺前列酮是最常用的首选疗法。如果怀疑是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心病，则应立即开始输注地诺前列酮。如果新生儿

情况尚好，地诺前列酮起始剂量通常为 5 ng/kg/min；如果新生儿情况不好并伴有股动脉搏动消失，起始剂量可达 20 

http://www.wfsahq.org/resources/anaesthesia-tutorial-of-the-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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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g/min。当对较低的剂量没有反应，或新生儿仍然休克时，可以使用超过 50 ng/kg/min 的剂量；但一般来说，输入速

率高于 30 ng/kg/min 时，应先与急救或儿科心脏病团队讨论。这些药物是有效的血管舒张药，公认的副作用是引起全身性

低血压，特别是大剂量时容易出现。呼吸暂停是一种常见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注射液在使用时，特别是地诺前列酮输注速

率超过 20ng/kg/min 或者考虑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时，应做好插管和机械通气的准备。通常在开始输注 15 分钟内会有改善作

用；如果治疗反应不佳，则应考虑其它诊断。 

 

强心药物 

大多数危重新生儿需要进行肌力支持。给非镇静的儿童放置中心通道常常是不切实际的，但对于所有需要紧急麻醉

诱导的新生儿，强心药物应当常备或常用。多巴胺是最常用的一线强心药物，它的优点是可以较稀后经外周插管安全给予。

另外，所有的强心药物可以通过 IO 针给予。强心药物输注的初始速率取决于临床状态，但多巴胺通常以 5μg/kg/min 开始，

然后在必要时滴定给药。 

 
 

非意外伤害  
 

不幸的是，非意外伤害仍然是新生儿出生后第一年死亡的主要原因。某些特征可能提示非意外伤害，如迟发性表现、

与小孩体格发育不符的病史、既往虐待史、咬痕、香烟烧伤和手指印挫伤。然而，有时迹象可能缺乏或模糊，需要高度怀

疑。由于父母给出的病史可能不准确，详细的评估至关重要。新生儿状况一旦稳定，应对其进行彻底检查，并充分暴露。

眼科医生应对其进行眼底检查和视网膜成像，以识别和记录任何视网膜出血；在这个年龄组的小孩中视网膜出血对非意外

伤害具有高度的提示作用。此外，一个完整的骨骼成像也是必须的。 

由于诊断的高度敏感性特性，由经过适当训练的专家进行正式检查和图像研究的后期阐述是重要的。全面的证明文

件是特别重要的。 

 

 

先天性代谢异常  
 

先天性代谢异常（IBEM）是生化紊乱，常由于将一种物质代谢成另一种物质所需酶的遗传缺陷所致。酶的遗传缺陷导

致了潜在有毒代谢产物（如酮体、氨、乳酸和有机酸）的蓄积。临床所见是由于这些有毒代谢物的蓄积引起，特别是中枢

神经系统异常的发生率高。如果不治疗，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对疑似非意外伤害患者考虑进行影像学检查 3： 

如果需要神经影像学检查，由于对急性不适的新生儿进行 MRI 扫描存在实际困难，所以头部 CT 扫描通常在 MRI 扫描

前进行。 

 MRI 可能需要在稍后进行 

 经颅超声在疑似非意外伤害中作用有限 

CT 增强扫描是可疑胸部和腹部损伤的首选方法。 

超声可作为腹部损伤的辅助检查。 

小于 2 岁的儿童怀疑非意外伤害应进行完整的骨骼检查，但骨骼检查通常推迟到孩子在 PICU 稳定以后。 

 不建议单纯行婴幼儿的全身 X 线扫描； 

 骨骼检查应包括颅骨检查（因 CT 检查可能错过颅骨骨折），胸部检查（包括斜位）、腹部、脊柱和四肢的

检查； 

 如果怀疑局灶性损伤，应对该部位进行 2 次拍片，2 次拍片的投影角度互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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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M 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段，但最常见于新生儿期。它们常常见于生后 2-7 天内，与开始喂养相一致。由于表现形式的

非特异性，对所有的危重新生儿都应排查先天性代谢异常。支持 IBEM 诊断的实验室结果包括：高血糖或低血糖、代谢性

酸中毒、乳酸升高（可见于没有酸中毒的情况）、血氨升高、低钙血症、血清酮体＞1mmol/L、丙酮尿和尿 pH>5。尽快获

得并冷冻一份尿液标本进行有机酸测定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提高辅助诊断。如果没有这样做，由于这些化合物的挥发性，

很可能会产生假阴性结果。 

 

 
 

 
 

新生儿衰竭管理一般原则总结： 

 早期寻求帮助，迅速组建一支有经验的医疗团队； 

 早期干预——兼顾早期液体复苏、抗生素的使用、通气支持和地诺前列酮的使用； 

 怀疑潜在的心脏问题； 

 常规排除低血糖； 

 尽早联系检索服务。这个工作不需要团队领导来执行——可以委派。此外，不必在诊断明确后才开始初次联

系； 

 接受以下事实：对没有镇静和通气支持的新生儿进行大部分侵入性操作是不切实际的； 

 孩子的家庭幸福不容忽视； 

 认识到儿科护士通常能做出重要贡献。 

新生儿死亡该怎么办 
 

孩子发生意外死亡，且死因不明，我们必须通知验尸官（或苏格兰地方检察官），因为它们对尸体有司法权。必须尽
可能以敏感和关心的方式与父母沟通。坏消息的公布应该由资深工作人员在一个安静、私密的区域进行，并有时间回答所
有问题。消息公布时应有一名高级护理人员在场。不应该让父母对婴儿的死亡感到怀疑；诚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衰竭的原
因不明，也不要推测。应让父母了解验尸官和警察的参与，以及进一步调查和验尸的必要性。在与患儿父母见面前，高级
医务人员和警察应进行初步讨论，商定一个方案；联系社会服务使其熟悉相关病史。如果不能在死亡前取样，可能需要尸
体样本来帮助诊断。你应该与当地验尸官一起回顾以往此类样本获取的当地协议，务必首先需寻求父母和验尸官的同意。 
  
 
与病理学家和/或生化学家讨论后考虑的基本样本： 

 咽拭子和鼻拭子用于细菌和病毒培养； 

 血培养； 

 血液和尿代谢物检测（包括葡萄糖、酰肉碱、有机物和氨基酸（如乳清酸和硫半胱氨酸））——尿液必须冻

存； 

 用于 DNA、染色体检测的血液和一些干血纸片的血液标本； 

 用于生化、葡萄糖、微生物培养、病毒学、乳酸、氨基酸（包括甘氨酸）检测的脑脊液——应该冷冻； 

 用于成纤维细胞培养和储存的皮肤活检组织——送往细胞遗传学实验室； 

 用于电镜、组织病理学和酶学检查的肌肉活检组织——用金属薄片包裹后冷冻于-70 度 

 

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悲剧性事件对于所有参与人员来说都是很痛苦的。鼓励团队成员就事件公开讨论的详尽报告，

其价值不应过分强调，应该提供正式的咨询服务 4。 

 

IBEM 疑似病例最主要的初始干预措施： 

1. 生理盐水补充水分； 

2. 识别和治疗低血糖； 

3. 目标尿量为 1-2ml/kg/hr； 

4. 开始连续静脉输注右旋葡萄糖； 

5. 停止所有肠内营养； 

6. 应该与专家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并做好转到儿科特护病房的准备； 

7. 特殊的治疗，如苯甲酸钠、碳酸氢钠、苯乙酸钠和肉毒碱在转走之前需要开始使用，这需要药房的帮助。可

能需要专科中心的急诊透析，尤其是当血氨持续高于 200umol/L。 

生化结果异常可能提示特殊的 IBEM： 

 正常的血气和增高的血氨——最可能是尿素循环障碍； 

 代谢性酸中毒伴或不伴血氨升高——最可能是有机酸血症； 

 没有代谢性酸中毒，且血氨正常，但尿液中出现还原性物质——提示半乳糖血症或氨基酸途径缺陷。 

http://www.wfsahq.org/resources/anaesthesia-tutorial-of-the-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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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急危重症新生儿的照料是不寻常的紧张情况。当面对任何严重不适新生儿时，应该立即寻求帮助，并尽早组建一支有

经验的团队。因为新生儿衰竭的确切病因在开始时通常不清楚，所以当他们伴有以上四种情况(先天性心脏病、感染、先天

性代谢异常和非意外伤害)之一时就应对他们进行治疗。新生儿衰竭管理的初始大概目标如下： 
 

1. 迅速周密地完成 ABCDE 评估； 

2. 优化供氧、液体平衡、电解质、血糖、体温管理和神经保护； 

3. 识别可能的原因； 

4. 早期开始适当治疗，通常包括液体和抗生素应用。 

 

和许多其他医学领域一样，注重细节和清楚的沟通非常重要。建议尽早与儿科重症监护和急救团队联系，一旦问题解

决，汇报练习常常会有帮助。个人和团队的能力通过训练和提前准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多学科模拟是一个显著的工具，

应该被用来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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