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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免疫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

ABO溶血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艳蓉,梁跃波△,冉 敏,秦继平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新生儿科,重庆 409000)

摘要 目的:探讨静脉注射不同剂量免疫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2年6月至2017年

6月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收治的新生儿ABO溶血病患儿129例,随机分为大剂量组、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3组均

给予蓝光照射治疗,大剂量组给予免疫丙种球蛋白1.0g/(kg·d),静脉滴注,治疗1d;小剂量组给予免疫丙种球蛋白0.5g/
(kg·d),静脉滴注,治疗2d;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进行安慰治疗。对比3组治疗前和治疗后24h、48h、72h血清总胆红素

(TBIL)和血红蛋白(Hb)水平,记录患儿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并记录患儿治疗后3d、7d、14d新生

儿神经性行为(NBNA)评分,记录患儿贫血和换血发生率。结果:治疗后各时间点,分别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比较,大剂量组

患儿血清TBIL水平显著降低,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缩短,Hb水平显著升高(P<0.05),而小

剂量组和对照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大剂量组治疗后3d的 NBNA评分高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P<0.05),3组治

疗7d、14d的 NBNA评分相当(P>0.05)。大剂量组贫血和换血发生率分别为2.33%、0.00%,显著低于小剂量组的

11.63%、4.65%和对照组的13.95%、9.30%(P<0.05)。结论:单次高剂量静脉注射免疫丙种球蛋白可提高新生儿 ABO溶

血病的治疗效果,有效降低患儿血清TBIL水平,提高 Hb水平,早期可改善NBNA评分,并减少贫血的发生。
关键词 免疫丙种球蛋白;血红蛋白;新生儿ABO溶血病;血清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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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differentdosesofγ-globulinonserumTBILandhemoglobinlevelsinchildrenwith
ABOhemolyticdisease
WuYanrong,LiangYuebo,RanMin,QinJiping.(QianjiangCentralHospitalofChongqing,Chongqing
40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icacyofdifferentdosesofintravenousγ-globulininthe
treatmentofneonatalABOhemolyticdisease.Methods:129newborninfantswithABOhemolyticdisease
wereenrolledandrandomlydividedintohigh-dosegroup,low-dosegroupandcontrolgroup,with43cases
ineachgroup.Allinfantsreceivedbluelightirradiationtreatment.Theinfantsinhigh-dosegroupreceived
asinglehighdose(1.0g/kg)intravenousγ-globulin,andthoseinlow-dosegroupreceived0.5g/(kg·d)
ofintravenousγ-globulinfortwodays.Thecontrolsweregivenequalvolumeofsaline.Thetotalbilirubin

(TBIL)andhemoglobin (Hb)levelsinserum,

jaundicefadetime,thedurationofphot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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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days,neonatalbehavioralneurologicalassessment(NBNA)score,theincidenceofanemiaand
bloodexchangetransfusionratewerecompared.Results:Infantsinthehigh-dosegrouphadahigherlevelof
Hb,alowerlevelofTBIL,andshorterdurationofphototherapyandhospitaldaysthanthelow-dosegroup
andcontrolgroupafter24h,48hand72hoftreatment(P<0.05).Onday3post-treatment,theNBNA
scoreofhigh-dosegroupwashigherthanthatoflow-dosegroupandcontrolgroup(P<0.05).Therewas
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low-dosegroupandthecontrolgroup(P>0.05).Onday7and14
post-treatment,theNBNAscoreofthethreegroupswassimilar(P>0.05).Theanemiaincidenceand
bloodexchangetransfusionratewererespectively2.33%and0.00%inhigh-dosegroup,whichwerenota-
blylowerthanthoseinlow-dosegroup(11.63%,4.65%)andcontrolgroup(13.95%,9.30%)(P<
0.05).Conclusion:Asinglehighdoseofγ-globulinwaseffectiveandsafeforthetreatmentofneonatalABO
hemolyticdisease.ItcouldmarkedlyattenuateserumTBILlevel,elevateHblevel,improveNBNAscore
atearlystage,andreducetheincidenceofanemia.
Keywords γ-globulin;hemoglobin;neonatalABOhemolyticdisease;serumtotalbilirubin

  新生儿 ABO溶血病为母子 ABO血型不合引

起的新生儿溶血,母体中血液抗体进入胎儿血液后,
胎儿红细胞受到破坏,引发新生儿溶血性贫血,多见

于母亲血型为O型,新生儿血型为A型或B型[1]。
新生儿ABO溶血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进行性黄

疸、肝脾肿大、贫血,严重者甚至引发胆红素脑病,若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还可能引发手足徐动症、
智力低下、听力障碍、脑性瘫痪等严重后遗症,严重

威胁患儿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2]。目前临床上对

于新生儿ABO溶血病的基础治疗效果欠理想,仅能

控制黄疸,不能抑制溶血性反应。免疫丙种球蛋白

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的疗效已经得到公认,但关

于不同剂量的疗效尚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对比不

同剂量免疫丙种球蛋白静脉注射治疗新生儿 ABO
溶血病的临床疗效,为临床制定更为有效的治疗方

案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至2017年6月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收治的新生儿ABO溶血病患

儿129例,均符合《实用新生儿学》[3]中的相关诊断

标准:患儿与产妇ABO血型不同,患儿存在黄疸、溶
血、贫血等症状;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或抗体释放试

验阳性,血清游离抗体测定阳性。患儿无神经系统

疾病,产妇均为足月单胎妊娠。患儿家属均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合并遗传性代谢性疾

病、感染、早产、肝炎、缺氧窒息等患儿。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129例患儿分为大剂量组、
小剂量组和安慰对照组,每组43例。大剂量组男

28例,女15例;胎 龄37~42周,平 均(39.15±
1.76)周;平均体重(3.13±1.02)kg;阴道分娩32

例,剖宫产11例;新生儿Apgar评分3~10分,平均

(8.88±1.10)分;日龄1~4d,平均(1.32±0.56)d。
小剂量组男26例,女17例;胎龄37~42周,平均

(39.21±1.58)周;平均体重(3.11±1.20)kg;阴道

分娩30例,剖宫产13例;新生儿 Apgar评分15~
29分,平均(19.15±4.50)分;日龄1~4d,平均

(1.28±0.53)d。对照组男25例,女18例;胎龄37
~42周,平均(39.13±1.88)周;平均体重(3.20±
1.13)kg;阴道分娩28例,剖宫产15例;新生儿Ap-
gar评分4~10分,平均(8.40±1.30)分;日龄1~4
d,平均(1.30±0.51)d。3组患儿性别、Apgar评

分、日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治疗方法 3组患儿均给予双面蓝光间歇性

照射治疗,当皮肤黄染消退后暂停光疗,若遇黄疸反

跳抵至蓝光治疗干预标准则再次进行照射治疗。大

剂量组和小剂量组均给予免疫丙种球蛋白治疗,大
剂量组1.0g/(kg·d),静脉滴注,治疗1d;小剂量

组0.5g/(kg·d),静脉滴注,治疗2d。对照组给予

生理盐水进行安慰治疗,1.0g/(kg·d),治疗1d。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24h、

48h、72h,抽取患儿静脉血,采用钒酸盐氧化法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血清总胆红素(TBIL)水
平,试剂盒购自上海科华—东菱诊断用品有限公司,
采用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生产的血红蛋白

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Hb)水平。记录患儿黄疸消

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于患

儿治疗后3d、7d、14d进行新生儿神经行为评分

(neonatalbehavioralneurologicalassessment,NB-
NA)[4],NBNA主要包含主动肌张力、行为能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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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评估、被动肌张力和原始反射5个方面,共20项,
总分为40分,分数越高提示新生儿行为能力越好。
记录患儿贫血和换血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TBIL和 Hb水平比

较治疗后,3组患儿血清TBIL和 Hb水平均较治疗

前显著改善(P<0.05)。治疗后24h、48h和72h,
大剂量组血清TBIL水平较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明显

降低,Hb水平显著升高(P<0.05),而小剂量组和

对照组治疗后各时间点 TBIL和 Hb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3组患儿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
住院时间及NBNA评分比较 3组黄疸消退时间、
蓝光照射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及治疗后3d的 NB-
N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剂

量组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均

较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显著缩短,且治疗后3d的

NBNA评分 明 显 高 于 小 剂 量 组 和 对 照 组(P <
0.05),而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3组治疗后7d、14d的NBNA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3组贫血和换血发生率比较 3组贫血和换血

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剂量

组贫血、换血发生率明显低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P
<0.05),而小剂量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表1 3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后各时间点血清TBIL和 Hb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TBIL/(μmol/L) Hb/(g/L)
大剂量组 治疗前 278.75±65.24 143.55±23.57
(n=43) 治疗后24h 226.63±35.62#*△ 168.38±24.10#*△

治疗后48h 157.72±33.65#*△ 183.59±26.73#*△

治疗后72h 115.52±23.36#*△ 271.32±58.73#*△

F 12.135 9.274
P <0.01 <0.01

小剂量组 治疗前 276.38±63.83 145.16±24.95
(n=43) 治疗后24h 242.13±38.96# 150.53±28.57#

治疗后48h 183.63±30.74# 162.46±20.57#

治疗后72h 142.46±27.69# 253.57±52.73#

F 9.142 7.947
P <0.01 <0.01

对照组 治疗前 275.63±64.74 144.27±28.37
(n=43) 治疗后24h 283.14±66.47# 149.56±26.89#

治疗后48h 195.63±29.57# 160.46±21.46#

治疗后72h 153.63±26.74# 249.57±45.57#

F 8.931 7.746
P <0.01 <0.0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小剂量组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表2 3组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射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及NBNA评分比较(x±s)

组别 n
黄疸消退
时间/d

蓝光照射治
疗时间/h

住院时间/d
NBNA评分/分

治疗后3d 治疗后7d 治疗后14d
大剂量组 43 3.02±1.20*# 35.03±6.15*# 5.21±1.38*# 37.52±1.50*# 37.63±1.13 38.67±1.12
小剂量组 43 4.38±1.21 46.38±7.10 8.23±1.50 35.18±1.29 37.10±1.10 38.12±1.20
对照组 43 4.52±1.22 47.13±6.87 8.53±1.49 34.79±1.36 37.02±1.15 37.93±1.22

F 3.242 4.034 3.983 3.847 0.793 0.83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与小剂量组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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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组贫血和换血发生率比较[n(% )]

组别 n 贫血 换血

大剂量组 43 1(2.33)*# 0(0.00)*#

小剂量组 43 5(11.63) 2(4.65)
对照组 43 6(13.95) 4(9.30)
χ2 8.963 9.753
P <0.05 <0.01

    与小剂量组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新生儿ABO溶血病为溶血性疾病,是引起新生

儿血清TBIL增高的主要原因。母婴血型不合,胎
儿红细胞循环进入母体,刺激母体产生相应免疫血

型抗体免疫球蛋白G(lgG),lgG通过胎盘循环进入

胎儿血液系统,与胎儿血红细胞表现的抗原结合后,
破坏胎儿红细胞,导致患儿胆汁淤积、TBIL升高[5]。
在胎儿时期,胆红素可以经过母体循环排除体外,因
此一般不会形成黄疸,但当胎儿分娩后,与母体的循

环终止,红细胞破坏因子的 TBIL升高不能及时排

除,导致新生儿皮肤、黏膜、巩膜黄染。如果血清

TBIL持续升高,还会引发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损

伤,导致胆红素脑病[6]。近年来研究显示,若新生儿

血清TBIL处于持续升高状态,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还会损伤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7]。因此,及时、
有效地纠正患儿溶血反应,降低患儿血清 TBIL水

平是治疗和改善新生儿预后的关键。

  白蛋白静脉滴注、光疗等均为治疗新生儿ABO
溶血病的常用方法,但仅适用于病情较轻的患儿,对
于疾病危重,黄疸发生早、疾病进展快的患儿,常规

治疗需要较长时间,不能及时纠正患儿高 TBIL状

态。且对疾病进展快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患儿并

发胆红素脑病的概率高,常常需要立即进行换血治

疗[8]。丙种球蛋白是一种可预防传染性肝炎、麻疹

等病毒性疾病感染药物。注射丙种球蛋白是一种被

动免疫疗法,可使患者从低免疫或无免疫状态迅速

达到暂时免疫保护状态,有杀死病毒和细菌的效

果[9]。丙种球蛋白也常用于新生儿 ABO溶血病的

治疗,静脉滴注给药可迅速提高患儿血浆中的lgG
水平,快速清除血型抗体,预防溶血的发生,减少换

血发生率和各类并发症的发生。药理研究显示,丙
种球蛋白可以阻断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Fc受体,阻
止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作用的生物过程,降低自身

免疫造成的红细胞破坏和溶解[10]。同时,丙种球蛋

白还可以与抗A/B抗体竞争结合红细胞,阻断补体

激活途径,降低患儿血清TBIL水平[11]。但目前关

于丙种球蛋白的用量、用时和疗程尚无统一的标准。

  本研究发现,大剂量组治疗 后48h的 血 清

TBIL水平迅速下降,且显著低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

(P<0.05),而治疗后的 Hb水平显著升高,且高于

小剂量组和对照组;大剂量组黄疸消退时间、蓝光照

射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较小剂量组和对照组均显著

缩短(均P<0.05),提示单次高剂量丙种球蛋白治

疗新生儿ABO溶血病可迅速纠正患儿高TBIL状

态,提高 Hb水平,从而缩短患儿光疗时间和住院时

间。国外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在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采用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患儿由

于胆红素水平过高,进行换血的比例显著降低[12]。
国内多项研究亦发现,单独的丙种球蛋白不能降低

血清 TBIL 水 平,但 配 合 光 疗 治 疗,可 发 挥 下 调

TBIL的作用,减少溶血的发生[13]。本研究中,大剂

量组贫血和换血发生率显著低于小剂量组和对照

组,提示单次高剂量丙种球蛋白可降低新生儿ABO
溶血病贫血和换血发生率。

  NBNA评分可对新生儿神经发育和脑部损伤情

况进行全面分析,具有简单、易掌握的优点,且特异

性和敏感性高,被广泛用于新生儿神经发育缺损的

评价,可实现疾病的早发现和早干预[14]。本研究结

果显示,大剂量组治疗后3d的NBNA评分明显高

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P<0.05),提示大剂量丙种

球蛋白可显著改善患儿早期神经行为,预防新生儿

神经损伤。在7d以后,是黄疸消退期,大剂量组

NBNA评分略高于小剂量组和对照组,但无明显差

异,提示高胆红素对新生儿的脑部损伤是可逆的,只
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综上所述,单次大剂量免疫丙种球蛋白和多次

小剂量治疗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均有效,但前者

可迅速纠正患儿高胆红素状态,降低血清 TBIL水

平,提高 Hb水平,缩短患儿光疗时间和住院时间,
提高NBNA评分,降低贫血和换血发生率,有临床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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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钢板内固定技术结合解剖锁定钢板治疗胫骨远端
骨折的Johner-Wruhs评分疗效及预后分析

何 强,王 喆,何 昊

(四川省巴中市中医院骨科,巴中 636000)

摘要 目的:探讨经皮钢板内固定技术(MIPPO)结合解剖锁定钢板治疗胫骨远端骨折的Johner-Wruhs评分疗效及预后分析。
方法:选取2013年4月至2017年3月巴中市中医院骨科收治的60例胫骨远端骨折患者,根据手术方法分为研究组(MIPPO
结合解剖锁定钢板治疗,n=30)和对照组(切开复位解剖型钢板内固定治疗,n=30),观察并比较两组手术相关指标、Johner-
Wruhs评分疗效、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伤口愈合时间、骨痂生成时间、骨折愈合时间

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研究组优良率(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63.33%)(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6.7%)明
显低于对照组(26.7%)(P<0.05)。结论:MIPPO结合解剖锁定钢板治疗胫骨远端骨折,创伤小、骨折愈合率高、并发症发生

率低,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胫骨远端骨折;经皮钢板内固定术;解剖锁定钢板内固定;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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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骨远端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骨折,造成骨折

的原因常见于摔伤、扭伤、高空坠地及交通事故

等[1]。胫骨下端软组织比较薄,严重的骨折会引起

感染、不愈合及软组织暴露等情况的发生[2-3]。传统

手术治疗胫骨远端骨折主要采取切开复位解剖型钢

板内固定手术,对患者造成较大的创伤,且有可能造

成相关软组织和骨膜的损伤[4-5]。本研究探讨经皮

钢板内固定技术(minimallyinvasivepercutaneous
plateosteosynthesis,MIPPO)结合解剖锁定钢板治

疗胫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疗效,对60例胫骨远端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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