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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超低出生体质量儿 (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 infant,
ELBWI)由于生命体征不稳定,宫内储备差,同时各器官系统

功能极不成熟,因此适时合理地提供类似于宫内营养,保证

ELBWI 从宫内至宫外的平稳过渡,使其达到理想的生长状

态,成为新生儿科医生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

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建立及呼吸支持、营
养支持技能的快速发展, ELBWI 成活率逐年上升。 但由于

其生命体征不稳定,宫内营养储备不足,胃肠道发育不成熟,
导致早期生活能力差,极易出现喂养不耐受[1] ,造成宫外生

长发育迟缓 ( EUGR)。 研究[2 - 3] 表明有 28% ~ 55% 的

ELBWI 发生 EUGR。 因此,本文重点综述 ELBWI 合理的营

养策略及主要护理支持手段,对实现宫外追赶性生长,降低

ELBWI 死亡率及罹患成年期疾病的风险具有理论意义,为临

床 ELBWI 患儿的合理护理干预奠定基础。

1摇 肠内营养的种类

1. 1摇 滴管、奶瓶喂养摇 适用于吸吮反射良好的 ELBWI,多为

> 32 周的低出生体质量儿,经口喂养较胃管喂养的呕吐、腹
胀、溢乳、窒息、吸入性肺炎、胃内残余量 > 1 / 3 喂入量的发生

率明显降低[4] 。 此法缩短了从出生到直接母乳喂养的时间,
开奶时间早,喂养量小,可尽早促进肠动力功能,胃肠功能成

熟快,降低了喂养的不耐受性,滴管喂养法可避免常规胃管

喂养法胃管对鼻腔和食管的损伤[5] 。
1. 2摇 胃管喂养摇 胃管喂养方式为经鼻和口 2 种。 ELBWI 的
吸吮、吞咽能力非常弱,适合的肠道内喂养方式是胃管喂养。
早期微量胃肠道喂养加速肠道正常菌群的建立,有利于胃肠

功能的成熟,还有利于生长发育和智力的开发。 早期微量胃

肠道喂养有助于肠绒毛成熟、消化酶的释放,增加肠动力,提
高喂养的耐受性,刺激肠道出现迅速的实用性生长发育,还
能减少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发病率[6] 。

然而,新生儿呼吸以经鼻呼吸为主,翁碧珣等[7] 认为鼻

腔留置管会造成局部黏膜水肿,加重气道阻塞,经鼻插管会

使鼻阻力升高。 经鼻喂养使通气减少,气道阻力和呼吸功增

加,导致周期性呼吸和呼吸暂停的发生,因而许多医护人员

选择经口胃管喂养[8] ,避免了经鼻插管的不利因素。
在胃管喂养时,实施重力喂养法,将胃管接上拔除活塞

的盛奶注射器(5 ml)针筒,将针筒提高,使奶液利用重力作

用缓慢注入胃内,减少了奶液短时间进入胃肠道所导致的不

良反应,可以满足不能经口喂养 ELBWI 的需要,明显减少肠

内并发症的发生[6] 。
1. 2. 1摇 间断胃管喂养 摇 早期间断胃管喂养 ELBWI 能引起

血清胃泌素浓度显著提高,升高的胃泌素可刺激胃黏膜的生

长,并促进肠蠕动,加快了胃肠道成熟[9] ,对肠道相对健康的

ELBWI 间断胃管喂养是最好的喂养方式。 此方法的缺点是

注入奶液时可引起胃过度扩张、内容物骤然增加,胃内压急

剧升高而引起腹胀及胃食管反流,低氧血症和脑血流波动。
因此,在喂养过程中密切检测患儿面色、心率、呼吸、血氧饱

和度,各项相关指标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喂养方法。 推注

奶液速度不宜过快,以免造成反流、呛奶、误吸等严重后果,
必要时根据具体情况可停止喂养 1 ~ 3 次。
1. 2. 2摇 持续胃管喂养摇 适用于对间断胃管法不能耐受,胃
中残留较多的 ELBWI,以 0. 5 ml / h 的速度将全天的奶量持

续泵入胃内。 予持续胃管喂养的 ELBWI 十二指肠动力反应

更接近于成人,胃内容物排空更迅速、安全[10] ,持续鼻饲微

量奶泵泵奶方法可促进肠蠕动,利于 ELBWI 胃肠道的消化

吸收,减少胃食管反流[11] ,降低 NEC 等各种并发症。 如果间

歇鼻胃管泵奶仍存在喂养不耐受,可改为鼻十二指肠泵奶。
但持续胃管喂养者达到全口喂养的时间较长和生长速度较

慢,所以应争取尽早进入经口喂养。
1. 2. 3摇 幽门、肠管喂养摇 适用于易反流、胃排空差、误吸的

ELBWI。 但有报道出现十二指肠狭窄、十二指肠穿孔、腹膜

炎等并发症。 并且由于缺少胃的消化,减少了脂肪的吸收和

胃肠激素的分泌,目前已不推荐使用[12] 。

2摇 肠道内喂养的方法

2. 1摇 早期微量喂养摇 由于早期营养决定 ELBWI 生长、发病

及精神运动发育的重要因素。 早期加用肠道内微量喂养有

助于促进胃肠成熟和改善对喂养的耐受性。 早期微量喂养

是指对出生后 24 h 内的早产儿给予 < 1 ml·kg - 1·h - 1的量

进行喂养[13] 。 即使喂养量 1 ml·kg - 1·d - 1亦可以引起有序

的肠道动力,减少败血症的发生,降低对氧气的需求,缩短肠

外营养时间,更快地提高血中胃泌素水平[14] ,因此也称启动

喂养。 其含义的重点在于“早期微量冶,早期微量喂养可使胃

肠激素和胃肠动力发生变化,从而对胃肠及代谢的发展提供

一种刺激,以加速胃肠动力的成熟,缩短达到完全肠道营养

时间,尽早形成代谢的独立性,降低感染的发生率。
在早期微量喂养过程中,一定要密切监护,注意患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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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腹胀、呕吐、肠型,观察大便次数、性状有无改变及尿量变

化。 此外,还需严密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以评估体温调节、
血压及氧合的稳定性,每次喂养前必须评估胃管的位置及是

否通畅。
2. 2摇 喂养护理指导摇 研究[15]发现,ELBWI 只要无消化道畸

形及禁食指证,均可行胃肠内营养,对 ELBWI 提倡早期微量

母乳喂养,如病情稳定已排便,生后 3 ~ 4 h 便可开始喂养,第
1 天喂母乳每次 1 ml,间隔 1 ~ 2 h,总量不超过 20 ml / d。 如

耐受良好,以后每天增加奶量1 ml,或每天增加奶量20 ml / kg。
ELBWI 早期喂养方案为:初生喂奶每次 1 ~ 2 ml / kg,间隔 1 ~
2 h;出生 12 ~ 72 h;每天每次增加 1ml,直至每次 5 ml / kg,间
隔 2 h;生后 72 h 后:每次 5 ~ 15 ml / kg,间隔 2 h[16] 。
2. 3摇 肠内营养不良反应及监测摇 ELBWI 在出生后早期常常

不能适应胃肠道喂养,表现出喂养不耐受,如喂奶后腹胀、胃
潴留增加、呕吐和排便不畅等。 加之出生时常伴有窒息、呼
吸窘迫综合征、低血压、宫内感染等并发症,临床医生出于对

NEC 的担心,常常延迟开奶,即使开始喂养也小心谨慎。 肠

内营养不足会导致胃肠道肠道动力差、胃消化酶分泌减少和

黏膜萎缩,从而影响胃肠道功能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进而

不能达到全胃肠喂养。
另一方面,为保证 ELBWI 的生理需求,肠外营养时间延

长,同时使相关并发症如胆汁淤积、出血、栓塞、代谢性骨病、
院内感染等发生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延长住院时间和增

加相关药物的应用。 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全胃肠道内喂养是

我们对早产儿营养供给的最终目标。 因此, ELBWI 喂养的

临床实践日益受到关注,探讨其影响因素,寻求更快达到全

胃肠道内喂养的方法成为研究的热点。 Shulman 等[17] 观察

了 50 例胎龄 25 ~ 32 周的 ELBWI,记录每日喂养量、胃潴留

量、肠道渗透压和测定乳糖酶活性,分析与达到足量喂养时

间的相关性。 随着出生后日龄的增加,胃潴留逐渐减少;在
达到足量喂养之前,乳糖酶活性与喂养奶量呈正相关。 而胃

潴留量、腹胀、胃排空及肠道渗透压均与喂养结局无关,从而

提示将胃潴留量作为指导喂养的指标是不可靠的。

3摇 非营养性吸吮(NNS)结合腹部抚触

摇 摇 在每次喂奶前或喂奶后给 ELBWI 吸吮无奶橡皮奶头,
每 2 h 非营养性吸吮 10 min。 因胎儿在宫内有吞咽羊水的能

力,这可视为早期的胃肠活动,因此出生后早期给予 NNS 或

早期微量喂养无疑使胃肠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育,对于促进

胃肠成熟,改善喂养不耐受,促进胃肠激素如胃泌素、胃动

素、胰岛素水平的增高和生长抑素水平下降,促进胃电生理

活动成熟均有重要的作用[18] 。 NNS 给 ELBWI 感觉的刺激,
在不增加能量摄取的情况下,可兴奋迷走神经,刺激胃肠道

的感管细胞释放胃泌素[19] 。
新生儿腹部抚触,ELBWI 生后第 2 天开始抚触,喂奶 1 h

后抚触者将 ELBW 置于“长颈鹿冶暖箱或在预热红外线辐射

台上行腹部抚触,操作者可用婴儿润肤油润滑手掌,用掌心

和无名指、中指指腹以脐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按顺时针方向

轻柔按摩,3 ~ 4 次 /天,10 ~ 15 分钟 /次。 腹部抚触可刺激迷

走神经紧张性增高,促进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增强 ELBWI 的
食欲,促进消化吸收功能,增加肠道蠕动,从而改善患儿喂养

情况,尽快达到胃肠道喂养,加速体质量的增长,增强抵抗

力[20] 。 根据中医中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与其内脏器官系统

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的理论,腹部抚触对胃肠道的蠕动具

有较为直接的刺激作用。

4摇 早产儿的母乳喂养

4. 1摇 早产儿的母乳喂养意义摇 早产母乳中的成分与足月母

乳不同,其营养价值和生物学功能更适合早产儿的生理需

求,如蛋白质含量高,利于早产儿的快速生长;乳清蛋白与酪

蛋白的比例达 7颐 3;脂肪和乳糖量较低,易于吸收;钠盐较高,
利于补充早产儿的钠丢失。 因此,母乳喂养对极不成熟的

ELBWI 尤其重要,是避免 NEC 发生的明确保护因子[21] 。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母乳喂养委员会等积极倡导在

NICU 进行母乳喂养,认为母乳能降低早产相关疾病的发生

率,如慢性肺疾病、NEC、早产儿视网膜病、生长和神经发育

迟缓以及出院后再次入院。 其保护机制在于母乳中含其他

哺乳类动物乳汁中缺乏的成分,如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多
种寡聚糖、可消化蛋白质等。 母乳具有调节免疫、抗感染、保
护消化道黏膜的作用。 母乳中还含有多种未分化的干细胞,
潜在影响着早产儿的远期健康。

由于母乳具有其他营养物质无法替代的优势,ELBWI 在
生后早期即应开始母乳喂养。 初乳喂养是母乳喂养的第一

个关键期。 近年研究[22] 发现,在 ELBWI 出生后早期经口滴

入母亲的初乳,母乳中的活性成分可以通过口咽淋巴组织吸

收,从而调节系统免疫、阻断细菌定植黏膜。 初乳作为早产

儿的第一口奶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对 ELBWI 尤为重要。
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新生儿协作网调

查了 1 272 例 ELBWI 住院期间母乳喂养的情况,记录生后

14 d内的母乳摄入量及14 d后 NEC 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结

果发现母乳摄入量与未发生 NEC 的存活率之间存在剂量和

效应的关系,即母乳摄入越多,NEC 发生率越低,存活率越

高[23] 。 Senterre 等[24]对 19 个 NICU 1 034 例 ELBWI 的研究

虽然未得出相关疾病发病率、住院时间与喂养方式的相关

性,但却发现母乳喂养与 18 - 30 个月时的神经认知发育相

关。 而对于 ELBWI 来说,纯母乳喂养不能满足其蛋白质及

多种营养素的需求,生长速度慢;母乳内钙磷含量较低,这些

矿物质的不足会刺激骨的重吸收以保证血清钙浓度的正常,
造成骨发育不良和代谢性骨病的危险。 多年来 AAP 和

ESPGAN 一贯推荐母乳喂养的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使用含

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母乳强化剂以确保满足预期的营

养需求[24] 。
4. 2 摇 母乳喂养的实施 摇 与足月儿的母乳喂养不同,在给

ELBWI 实施母乳喂养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困难以及来自各方

面的压力。 正确的引导方式和积极的支持策略对于帮助早

产儿母亲建立信心、保证母乳喂养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早产

母婴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指导母亲在产后 6 h 内开始吸奶,每
天坚持吸奶 6 ~ 8 次,每次 10 ~ 15 min,以保持泌乳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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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的收集和保存方法等。 国内大多 NICU 没有母乳库,医
护人员对母乳安全卫生的担心及缺乏母乳强化剂等,都是早

产儿母乳喂养的障碍。 但从 ELBWI 的角度考虑,母乳是其

生命的源泉。

5摇 个性化的护理支持

摇 摇 Jadcherla 等[25]提出新生儿个性化发育支持性护理理论

是从发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建立的护理和评估方法,希望通

过改善 NICU 的环境和改进新生儿的护理方法来支持早产儿

的神经系统发育成熟,是一种人性化的个体化的护理措施,
特别适合于 ELBWI。 主要内容包括:改善 NICU 的环境,尽
可能减少过分的声音或光线暴露(如“长颈鹿冶多功能培养

箱在 ELBWI 中的应用);几种护理和治疗或在有害的刺激期

间提供安抚性措施(如非营养性吸吮、抚触、口服蔗糖等)是
减轻新生儿疼痛的非药物性干预手段;提供肌肤接触的袋鼠

式护理;俯卧位或屈曲体位模拟宫内的情况和增加 ELBWI
的安全感。

总之,ELBWI 的个体差异较大,胎龄不同反映了生理成

熟度的不同,并发症及对疾病的反应不同涉及到治疗方案的

不同,种种因素均会影响胃肠道喂养的进程。 因此在实施喂

养过程中应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个体化的喂养策略,使 ELBWI
顺利地从肠外营养过渡到肠内营养,为其健康成长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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