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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新生儿脐带结扎方法的临床比较 

章敏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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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比较脐带夹结扎与气门芯结扎的优缺点。方法：随机抽取产科分娩新生儿中脐带夹法202例和气门芯法 119例 

进行观察。结果：气门芯组愈脐时间明显短于脐带夹组(P<0．05)，且无脐部并发症出现。结论：气门芯法明显优于脐带夹 

法，可减少脐炎发生，方便、有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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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omparison on two methods of clamping umbilical cord for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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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omp~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umbilical cord clip ligation and valve core ligation．Methods： 

The neonates who were randomly sampled including 202 cases of umbilical cord clip and 1 19 cases of valve core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cure time ofvalve core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time ofumbilical cord clip group obviously(P<0．05)，and no umbilical 

cord complication happening．Conclusions：The value core ligation is better than umbilical cord clip ligation obviously，an d it reduces 

the occurrence of umbilical inflammation，as well as convenient，effective and economi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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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新生儿脐部结扎采用过棉线、脐带夹、气门 

芯等方法，现已逐渐淘汰棉线结扎。脐带夹和气门 

芯2种结扎方法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新生儿脐带 

结扎方法，各有其长处和适用人群，在感染率和出血 

方面尚有欠缺，且无统一、规范的护理常规和步骤。 

因此，如何找到一种较好的结扎方法，完善的操作步 

骤和流程，严格的护理常规，改善新生儿脐部护理， 

将不良反应降到最小，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本研 

究对 2种结扎方法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9年 7～12月，在我院出生的 

新生儿中，分院采取气门芯法 1 192例，总院采取脐 

带夹法 2 018例，从中随机选择能接受产后访视的 

脐带夹法 202例和气门芯法 119例，观察其新生儿 

脐带脱落、修复天数和并发症发生等情况。其中气 

门芯组男 63例，女56例，出生体重2 450～4 280 g， 

胎龄35“～41 周；脐带夹组男 107例，女95例，出 

生体重2 200～4 450 g，胎龄 34”～42周。2组胎 

龄、性别和出生体重等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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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 法 

1．2．1 气门芯结扎法 新生儿端用复合碘消毒液 

(杭州朗索医用消毒剂有限公司)擦脐根部周围，在 

距脐根1 am处夹上套有气门芯的血管钳(气门芯上 

套扎棉线便于二次断脐时提起，且每个产包放3～4 

枚，均经高压灭菌)，紧靠血管钳剪断脐带；再用该 

消毒液消毒脐带断端，在距脐根0．1 cm气门芯套扎 

脐带，尽可能靠近皮肤但不套扎皮肤，松开血管钳， 

用小块纱布外加脐带卷包扎。脐带水肿者，可套扎 

双道气门芯，间距 0．3～0．5 cm。婴儿每天澡后消 

毒脐带。生后 12—24 h松开脐带卷，暴露于干净内 

衣下并利用气门芯的伸缩作用，使脐带干缩。生后 

48 h沿脐根与气门芯间剪除脐带残段并消毒脐部 

后，外敷云南白药，用小块纱布外加脐带卷包扎。生 

后72 h松开脐带卷，暴露至干。 

1．2．2 脐带夹结扎法 新生儿出生断脐后，在距新 

生儿脐轮 0．5 cm处用脐带夹，然后在紧靠脐带夹处 

修剪脐带，断端用复合碘消毒液消毒后用无菌敷料 

包扎，次 Et沐浴时取下敷料暴露残端。生后 72 h松 

开脐带夹同时暴露残端至干燥脱落。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2．1 2组新生儿脐部情况统计 气门芯组2天内 

愈脐且无脐炎发生者 占95．80％，脐带夹组者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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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1％(见表 1)。此外 ，气门芯组无脐炎发生，脐 

带夹组有 5例脐炎发生。 

表 1 2组愈脐时间和脐炎发生比较 

2．2 2组新生儿愈脐情况及其并发症 气门芯组： 

修剪前，生后48 h脐部干缩；修剪时47．5％有少许 

渗血，经包扎处理，修剪后观察无出血，也无分泌物。 

95％新生儿修脐后 6～12 h脐部无渗血，修脐后 

24～48 h创面干燥，沐浴时可轻擦脱痂，修脐后 

48—72 h完痊愈合干燥而不留残端或痂。2例家属 

因不愿暴露，自行包扎脐部而延长愈合时间。 

脐带夹组：松夹前，生后72 h脐部渗出多，偶见 

摩擦出血；松夹时无出血，80％新生儿松夹后 3～5 

天脱脐，其余需时更长，最长可有半个多月，并可见 

脐夹印下脐段透见黑褐色血栓形成，故不宜二次断 

脐。脱脐后，修复时间比气门芯修脐后修复时间略 

长，因此出院时脐残端尚未完全脱落干燥者，需门诊 

复诊指导处理。 

气门芯组无并发症，出院时无脐带残端，生后 

1周可游泳；脐带夹组出院时有 146例(72．28％)留 

脐带残端，出院后因脱落时间长或家长护理不到位， 

5例发生脐炎门诊处理。 

2．3 2组新生儿脐部前后 图片比较 生后 48 h气 

门芯因回弹力随脐蒂固缩，表面无渗出，结扎上方组 

织已干硬缩小，脐轮皮肤完好正常；脐带夹因无回弹 

力且面积较大，致夹下组织不易干缩有渗出物，脐轮 

皮肤有红色夹印(见图 1)。生后 72 h气门芯组被 

剪后的脐部组织光滑无明显渗出，脐轮无充血；脐带 

夹组放夹后的脐部组织留有干缩的脐蒂嵌人脐窝并 

部分黏附基底，脐轮轻度充血(见图2)。 

一 一  
A：气门芯法：B：脐带夹法 

图 1 脐带结扎 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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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A：气门芯法：B：脐带夹法 

图2脐带结扎 72 h 

新生儿出生后，结扎脐带利于新生儿循环系统 

功能的建立，防止新生儿脐部出血；良好的护理，可 

防止新生儿脐部感染 ，降低新生儿感染率，尤其 

对于早产儿、低体重儿，脐部结扎和脐部护理更为重 

要 。新生儿脐带处理原则为止血可靠，防止感 

染，促进脐带残端及早脱落 J。传统棉线结扎法用 

力不易控制，并且当脐带水肿、脐带过粗时，在脐带 

组织干燥缩小的过程中，棉线结扎变松，甚至脱落， 

失去了结扎的作用 J。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地 

区多采用脐带夹法，而此法仍存在缺陷，如出血多， 

脐带脱落时间延长，加重产妇经济负担，脐带夹压迫 

新生儿脐周皮肤易引起破损等在上述的研究中也有 

所体现。气门芯是橡皮筋，具有强大的弹性和韧性， 

不会拉断，最大可拉至 2．0 cm，最小可回缩到直径 

0．2 em，回缩力均匀，黄翠琴等⋯基于气门芯基础上 

新的结扎方法，经过预试验3O例，能明显降低感染 

与出血。总体来说，气门芯法效果比其他方法要好， 

故倾向此种方法者占有较大比例。 

在正常情况下，残留的脐带逐渐干枯，于7～15 

天自然脱落，创面在 15～20天完全愈合，故在出院 

前剪掉残留脐带，而不是等待自然脱落，目的是创口 

早日愈合减少脐炎发生 。已有学者_8 对新生儿 

出生后24、48和72 h二次断脐方法分别与脐带的 

自然脱落进行比较，前者各项指标均优于后者。而 

48 h剪脐，渗血率低、脐带残存少，感染几率低，为 

最佳的二次断脐时间 。正常分娩产妇产后一般 

住院4—5天，使用气门芯法并在出生48 h修剪脐 

部，修剪后的新生儿可以在医院监护之中，并且还可 

以经过至少 1次消毒等脐部护理后出院，对医疗安 

全至关重要【l 。通过临床实践，我们体会到用气门 

芯并二次剪脐的方法操作简单，出血少，局部渗液 

少，有利于脐部愈合，保证了新生儿无脐带残端出 

院，可降低新生儿出院后脐部感染发生率_1 。断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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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2天创面稍潮湿是正常现象。因为新鲜创面 

有一个愈合过程，此过程易发生脐炎，故要加强宣 

教，指导家属正确护理脐部是关键 。依据 WHO 

关于脐带护理方式的临床指导原则——干燥和清 

洁，包括以下几点：分娩过程严格执行无菌原则；断 

脐时应用严格无菌的器械；在护理每个婴儿前后洗 

手；保持脐带及其周围清洁干燥，让脐部暴露于空气 

中，或盖清洁、松大的衣服，尿布要低于脐部；观察感 

染征象，如脐周红肿、脓性分泌物、发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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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62页)切注意其发病特点，总结诊疗规律。 

从病因学角度，青年肝癌患者的增多可能与年轻人 

工作压力大、熬夜、酗酒、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 

传统肝癌高危人群主要是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史 

或HBsAg阳性者，对高危人群采用AFP与超声检查 

进行筛查，能检出许多早期肝癌。但若以40岁为筛 

查起始年龄，将使青年患者漏检。应在肝癌高危人 

群，包括4O岁以下的青年人群，每半年行AFP+B 

超普查，以提高早期诊断率。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 

提高青年肝癌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青年肝癌 

患者肝脏功能较好，术后恢复快，并发症较少，对肝 

切除的耐受性高，治疗应首选手术切除，且患肝切除 

范围比非青年患者适当放宽。并可根据病情在术 

前、术中和术后采取辅助措施，控制肝炎活动和纠正 

免疫功能，以避免或防止新生癌或肿瘤复发与转移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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