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6-05-10

蓝光辐照度在高胆红素血症光疗疗效评价中的作用

罗承洋

(南京市大厂医院儿科 南京 210000)

摘要 目的:分析蓝光辐照度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蓝光治疗疗效评估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南京市大厂医院儿科2013年

6月至2014年5月收治的高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90例,将其随机分为新蓝光组、部分蓝光组及旧蓝光组,每组30例。3组

分别应用不同使用时间的蓝光灯予以光照治疗,观察治疗前、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TSB)下降情况及其与光辐照度之间的相

关性。结果:3组患儿临床特征及治疗前TSB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4.3(268.6,321.3)μmol/Lvs302.6(268.6,316.2)μmol/

Lvs304.3(266.9,321.3)μmol/L,z=3.239,P=0.198],经过蓝光治疗后血清TSB水平均有下降,3组TSB水平呈递增状

态[146.2(134.3,158.1)μmol/Lvs180.2(156.4,195.5)μmol/Lvs200.6(190.4,214.2)μmol/L,z=44.796,P=0.000]。

3组光辐照度随蓝光灯使用时间延长而逐渐下降[(30.2±2.0)μW·cm-2·nm-1vs(24.3±2.8)μW·cm-2·nm-1vs(18.1
±1.9)μW·cm-2·nm-1,F=202.872,P<0.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TSB下降辐度(△TSB)与光辐照度呈明显正

相关关系(r=0.846,P=0.000)。结论:蓝光治疗的疗效与光辐照度有关,使用时间越长的蓝光灯光辐照度下降,治疗效果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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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THEEFFICACYOFBLUE-LIGHTPHOTOTHERAPYUSINGDIFFERENT
IRRADIANCEINNEONATESWITHHYPERBILIRUBINEMIA
LuoChengyang.(DepartmentofPeadiatrics,DachangHospital,Nanjing21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efficacyofblue-lightphototherapyusingdifferentirradianceinneo-
nateswithhyperbilirubinemia.Methods:90neonateswithhyperbilirubinemiainourhospitalfromJune
2013toMay2014wereenrolledandrandomlydividedintothenewblue-lightgroup,partlynewblue-light
groupandoldblue-lightgroup,eachwith30cases.Theinfantsfromdifferentgroupsreceiveddifferentus-
agetimeofbluelightforphototherapy.Theleveloftotalserumbilirubin(TSB)anditscorrelationwithir-
radiancewereobservedbeforeandaftertreatment.Results:Beforephototherapy,nosignificantdifference
wasfoundinclinicalcharacteristicsandtheTBSlevelamonggroups(P>0.05).TheTSBlevelwasevi-
dentlylowerinallgroupsafterphototherapythanbefore(P<0.01).Thelightirradiancewasinversely
proportionaltotheusagetime(P<0.01).Furthermore,thereductiondegreeofTSBwaspositivelycor-
relatedwithlightirradiance(r=0.846,P=0.000).Conclusion:Theefficacyofblue-lightphototherapy
isrelatedtothelightirradiance,andthelongerusagetimeofbluelightleadtolowerirradianceandpoor
effect.
Keywords hyperbilirubinmia;lightirradiance;phototherapy

  应用蓝光照射治疗新生儿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的方法及

疗效均基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均已得到证实。目前关于蓝光治疗的光源选择、光源面积及

光源距离的相关文献已经不胜枚举。蓝光治疗的最佳光疗

发射光谱为425~475nm[1],但蓝光灯管的光辐照度可随使

用时间延长而下降,其有效的光辐照度对临床疗效影响的相

关报道罕见。因此,本研究拟应用蓝光辐照计对各种使用时

限的蓝光辐照度进行监测,探讨蓝光辐照度对新生儿高胆红

素血症蓝光治疗疗效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市大厂医院儿科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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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高间接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90例为研究对象。病例

纳入标准:日龄≥3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活性正常;直
接及间接Coombs试验阴性、超敏C反应蛋白正常;未接受

过光疗或其他药物治疗;血清总胆红素(TSB)水平在222.3
~342μmol/L之间需要光照治疗的患儿。将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3组:(1)新蓝光组(30例):应用全新蓝光灯管(使用时

间200h以内,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生产)进行光疗;
(2)部分蓝光组(30例):应用已使用200~1000h的蓝光灯

管治疗;(3)旧蓝光组(30例):所用蓝光灯管使用已1000~
1500h。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患儿沐浴后置于辐射台上,黑布覆盖眼

部,尿布包裹会阴,充分暴露皮肤,光疗持续12h,光源距离

50cm。每3h进行1次喂奶、更换尿片等护理,每次护理操

作持续时间<15min。

1.2.2 监测指标:分别于光疗前及光疗12h后测定 TSB。

光疗持续2h时测定患儿两乳连线正中部位皮肤表面光辐照

度(蓝光辐照计Olympic22Bili-MeterTM NatusMedical)。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四分

位数间距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变量资料多组间

比较应用Kruskal-wallis检验,两组间比较应用 Mann-Whit-
ney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3组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3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观察项目 新蓝光组
(n=30)

部分蓝光组
(n=30)

旧蓝光组
(n=30) P

胎龄(t/d,췍x±s) 38.2±1.5 39.3±2.1 39.6±2.4 0.806
中位日龄(t/d) 6(5~8) 6(4~8) 7(6~8) 0.222
性别(男/女) 16/14 15/15 17/13 0.874
出生体重(m/g,췍x±s) 3210±357 3122±442 3217±363 0.572
入院体重(m/g,췍x±s) 3150±429 3170±531 3400±321 0.735
喂养方式[n(%)]

 母乳喂养 22(73.3) 24(80.0) 26(96.7) 0.500
 配方乳喂养 2(6.7) 2(6.7) 1(3.3)

 混合喂养 6(20.0) 4(13.3) 3(10.0)

2.2 3组患儿光疗前、后TSB变化情况比较

  光疗前3组患儿血清TSB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04.3(268.6,321.3)μmol/Lvs302.6(268.6,316.2)

μmol/Lvs304.3(266.9,321.3)μmol/L,z=3.239,P =

0.198]。经过蓝光治疗后3组血清TSB水平均呈下降趋势,

3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新蓝光组、部分

蓝光组 和 旧 蓝 光 组 TSB水 平 呈 递 增 状 态[146.2(134.3,

158.1)μmol/Lvs180.2(156.4,195.5)μmol/Lvs200.6
(190.4,214.2)μmol/L,z=44.796,P =0.000],新蓝光组

TSB水平下降最为明显,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2.3 3组蓝光辐照度比较

  应用光辐照计分别在治疗开始后2h测定患儿双乳头连

线正中的光辐照度,结果表明,随着蓝光灯使用时间的延长,

光辐照度逐渐下 降[(30.2±2.0)μW·cm-2·nm-1vs(

24.3±2.8)μW·cm-2·nm-1vs(18.1±1.9)μW·cm-2·

nm-1,F=202.872,P<0.001],3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4 光照幅度与TSB下降幅度(△TSB)的关系

  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计算辐照度与△TSB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0.846,P =

0.000)。随着光照幅度的增加,△TSB增加,因此,3组患儿

经过不同蓝光辐照度蓝光治疗后,△TSB的程度呈现明显差

异性,见图1。

图1 △TSB与光辐照度的相关性

注:△TSB1mg/dL=17.1μmol/L

3 讨 论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应用蓝光治疗影响因素较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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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表明,光疗时降低血清TSB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射光的

光谱、光 辐 照 度、接 受 光 疗 的 体 表 面 积 及 光 照 射 持 续 时

间[2~4]。最新的研究还显示,减少光疗设备与婴儿之间的距

离,使光 辐 照 度 从20μW·cm-2·nm-1增 加 到55μW·

cm-2·nm-1,△TSB从30%增加到50%[4]。但在日常的医

疗护理过程中,光疗距离并不容易随意控制,尤其是需要住

在温箱内的早产儿。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本研究分析了易

于人为控制的蓝光灯的新旧程度。

  中华医学会推荐的新生儿黄疸诊治共识[1]中指出,灯管

连续使用2000~2500h需要更换新灯管,说明蓝光治疗的

光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临床实践中仅仅依靠

记录使用时间来预测蓝光治疗的疗效是不够的,本院新生儿

病房黄疸病区应用的蓝光灯使用时间各不相同,其中尚存在

因损害而部分更换的情况,这些都增加了蓝光灯使用效率判

断的难度。本研究应用光辐照计分别测定了使用200h以

内、使用200~1000h及1000~1500h的蓝光灯,结果证实

了不同使用时间的蓝光灯光辐照度差异较大,与指南推荐的

时间相比,使用1000~1500h的灯管光辐照度即已有明显

下降,并且明显影响了治疗效果。同时也证实了蓝光治疗的

疗效与蓝光的剂量效应[4]。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增加蓝光治

疗疗效的方法最终就是要实现光照的治疗剂量。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光疗的叠加及光疗面积,如双

面蓝光[5]或使用新型蓝光治疗[6]来提高疗效,这是我们需要

继续观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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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中的部分禁用词

  1.对有身体残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瞎子”、“聋

子”、“傻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

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佳”、“最

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

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有“药到病

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技术”、“最先进制

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语。

4.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蔑性的称

呼。不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也不

能随意使用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

族”不能简称为“维族”等。

5.“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和民族

混为一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

族”。报道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不要改称“穆斯林”。

6.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其称作

“国家”。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

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

为“两岸三地”。

7.“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香港、澳

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不得将台湾、香港、澳

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台”、“中港”、“中澳”等。可以使用

“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摘编自《编辑学报》2011,2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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