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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联合维生素A口服防治早产儿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分析

谢健兴,谭绍葵,韦显威,谢 彤,周延琅

(广西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玉林 537000)

摘要 目的:探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联合维生素A口服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4年

6月至2017年5月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早产儿4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2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及维生素A口服治疗。比较两组血气指

标、体重及BPD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治疗前动脉氧分压(P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CO2)和体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2周后,两组PCO2下降,PO2上升,体重增加,且观察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总吸氧时间和呼吸机使用时间明显缩短,BPD发生率明显下降(P<0.05)。结论: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联合维生素 A口服

治疗可显著改善ARDS早产儿氧合,提高体重增长速度,缩短吸氧时间,降低BPD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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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围产科学和新生儿监护技术的提升,早产

儿的存活率不断提升,与此相随的,是早产儿相关并

发症如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dys-
plasia,BPD)的发病率持续增加[1]。BPD极易引发

肺部感染,长期以往还会对患儿的智力、体格发育造

成影响。本研究选择2014年6月至2017年5月玉

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40例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ARDS)早产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布

地奈德混悬液氧驱雾化吸入联合维生素A口服,并
与常规治疗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探讨其在防治BPD
中的意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新生儿科2014年6月至

2017年5月收治的40例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病
例纳入标准[2]:(1)胎龄<34周,出生体重<1500
g,出生6h内发生 ARDS;(2)出生后2周内早产

儿;(3)胸片提示 ARDS样改变;(4)出生后需要机

械通气或CPAP辅助通气治疗;(5)出生3d仍未能

撤离呼吸机,或撤机后在出生后1周内仍需高流量

给氧。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0例,两组性别、出生体重、出生胎龄、机械通气治

疗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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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出生胎龄/
周,x±s

出生体重/
g,x±s

呼吸机使用时
间/d,x±s

对照组 20 12 8 30.49±1.25 1219±185 4.50±0.55
观察组 20 11 9 30.01±1.27 1218±176 4.45±0.6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综合治疗,包括使

用肺表面活性物质、限制液量、营养支持、氧疗、机械

通气和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布地奈德混悬液(商品名普米克令舒,阿斯利康公司

生产,1mg∶2mL)氧驱雾化吸入治疗:布地奈德混

悬液0.5mg+生理盐水1mL混合后置入一次性雾

化器中,连接氧气,以6~8L/min流量驱动,雾化吸

入10min,2次/d,7d为1个疗程,治疗2个疗程;
同时口服维生素 A制剂1500IU/次,1次/d,连用

1周。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动脉氧分压

(P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CO2)和体重,记录总

吸氧时间和BPD发病率。BPD诊断标准[3]:(1)机
械通气28d后仍依赖氧气,且胸部X线片有异常表

现;(2)校正胎龄36周后仍需吸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指标、体重变化比较 两

组治疗前血气指标PO2、PCO2及体重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周后,两组PCO2有
所下降,PO2有所上升,体重也有明显增加,观察组

变化幅度更大;两组治疗后血气指标、体重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指标、体重变化比较(x±s)

组别 n
体重/g PO2/kPa PCO2/kPa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20 1149±345 1252±420* 6.02±0.60 7.00±0.64* 7.99±0.76 6.73±0.88*

观察组 20 1141±348 1312±415* 6.18±0.69 7.47±0.80* 7.81±0.73 6.18±0.72*

t 1.092 3.135 1.450 4.021 0.882 3.088
P 0.171 0.030 0.121 0.023 0.216 0.037

       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总吸氧时间、BPD发病率和呼吸机使用

时间比较 观察组总吸氧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BPD发病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呼吸机使用时间明显

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
表3。

表3 两组总吸氧时间、BPD发病率和呼吸机使用时间比较

组别 n
总吸氧时

间/d,x±s
BPD发生
率,n(%)

呼吸机使用

时间/d,x±s
对照组 20 16.2±4.5 6(30) 11.50±2.34
观察组 20 12.3±2.9* 2(10)* 8.35±1.98*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布地奈德氧驱吸入治疗副作用观察 观察组

未发现高血压、高血糖、消化道出血、感染、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NEC)等糖皮质激素(GC)治疗可能引发

的短期副作用。20例患儿中有13例已随访到2岁

以上,未发现脑瘫等远期并发症。

3 讨 论

  BPD在早产儿中比较常见,对其生活、生存质

量均有很大影响。肺发育不成熟是引起该病的重要

原因[4]。其发病机制主要是肺功能未发育成熟,过
早处于高氧的环境中,形成大量的自由基,将具有清

除能力的氧化系统上限打破,氧产生的毒性直接致

使肺部的损伤[5]。早产儿BPD的发病机制极其复

杂,涉及早产、氧中毒、气压伤或容量伤、感染和炎症

反应、遗传易感性等多个方面。其本质是遗传易感

性的基础上,各种环境因素导致发育不成熟肺的损

伤后肺组织的异常修复。其中肺发育不成熟、急性

肺损伤、损伤后异常修复是引起 BPD 的3个环

节[6]。鉴于BPD的严重危害,对并发ARDS的早产

儿采取积极的防治措施,降低BPD的发生率尤为重

要。诸多救治措施已被临床采纳,且疗效与安全性

得到肯定,如机械通气的过程中采取保护性通气策

略,限制入液量、优化营养支持治疗、积极处理未封

存的动脉导管。而对于GC能否应用于早产儿BPD
的防治,目前尚存在争议[7-8]。
  炎症损伤是BPD发生的关键环节,GC可抑制

炎症反应、减轻支气管痉挛及肺水肿和肺纤维化,促
进肺抗氧化酶及肺表面活性物质(PS)的生成,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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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肺功能,有助于撤离呼吸机,减少BPD的发生

率。但近年来大量临床观察发现,GC增加死亡率,
抑制头围生长、神经系统发育以及肺组织成熟,尤其

早期(生后96h内)或早中期(生后7~14d)应用或

大剂量应用时,可引起婴儿神经系统发育迟缓和脑

瘫。该药还可引起高血糖、高血压、感染、消化道溃

疡、生长抑制和心肌肥大等。因此,对于极低出生体

重儿生后使用GC应采取谨慎态度,不应常规作为

预防或治疗BPD药物[9]。

  布地奈德是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GC[10],其疗效与地塞米松等全身使用的 GC
疗效相同。研究证实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后能抑制人

类肺泡Ⅱ型细胞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
诱导的Th2 炎症反应;抑制TSLP与肥大细胞直接

接触,从而抑制其产生细胞因子[11]。布地奈德有强

烈的抗炎效应,可降低呼吸道的高敏反应,同时收缩

呼吸道血管,减少黏液分泌,从而降低呼吸道阻力。
生化分析表明,布地奈德可使体内促炎因子IL-1、

IL-6和 TNF-α下 调,而 抑 炎 因 子 如IL-10 则 上

调[12]。对于早产儿,使用氧驱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

悬液,可使大部分药物沉积在肺内,药物靶器官浓度

高,用量小,直接作用于肺泡Ⅱ型细胞,从而避免全

身用药的副作用[13]。

  维生素A可调节和促进机体多种细胞的生长

和分化,促进肺泡上皮细胞增殖,调节肺胶原含量,
促进胎肺成熟,维持呼吸道上皮的完整性;逆转高氧

等病理因素对肺发育进程的干扰;并且极低出生体

重儿出生时血浆和组织中维生素A水平低,是易感

BPD因素之一。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并发ARDS,吸氧1周后

仍有呼吸困难的早产儿,使用氧驱雾化吸入布地奈

德联合维生素 A口服,可显著改善患儿的氧合,减
少二氧化碳潴留,减少肺损伤,促进肺功能恢复,减
少气管导管重插率。经两个疗程的雾化吸入治疗,
观察组患儿血气指标改善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体
重增加也更明显,吸氧时间缩短,BPD发生率显著

降低。观察组在使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过程中未发

现NEC、感染等副作用;20例患儿中有13例已随访

至2岁,未见脑瘫及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等远期并发

症,说明布地奈德混悬液氧驱雾化吸入联合维生素

A口服可有效防治早产儿BPD,且安全性较好,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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