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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住院产妇及配偶捐赠母乳知识及态度的现状调查

方摇 甜1,闫摇 华2,林摇 昕2,李金芝1

[摘要]目的:描述医护人员、住院产妇及配偶对捐赠母乳知识、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整群抽取蚌埠市 3 所三级医院产科

和儿科医护人员共 166 人、便利选取住院产妇及配偶各 300 例,分别采用问卷对捐赠母乳知识及态度进行调查。 结果:产妇、
产妇配偶、医护人员捐赠母乳知识总体答对率分别为 44. 9% 、40. 5% 、84. 2% ;产妇及配偶捐赠母乳态度得分较低(3. 43 依
0. 64)分和(3. 45 依 0. 67)分,“捐赠母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冶“大力宣传捐赠母乳非常有必要冶得分较高,“您愿意给宝宝使

用捐赠母乳冶得分最低;医护人员的捐赠母乳态度得分较高(4. 59 依 0. 55),得分最高的条目是“捐赠母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冶(4. 67 依 0. 51);产妇及配偶不愿意使用或捐献母乳的主要原因为“担心捐赠母乳的安全性冶“不了解捐赠母乳的程序冶及
“担心捐赠母乳影响身体健康冶。 结论:应当重视母乳库及捐赠母乳,加强对医护人员、社会民众的宣传教育,促使捐赠母乳喂

养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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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knowledge and attitude regarding donor human
milk among medical staff,hospitalized mothers and spouses

FANG Tian1,YAN Hua2,LIN Xin2,LI Jin鄄zhi1

(1. School of Nurs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regarding donor human milk among medical staff,hospitalized mothers
and spouses,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sixty鄄six medical staff,300 hospitalized mothers and their spou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tertiary hospitals in Bengbu city.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donor human milk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correct rate of donor human milk knowledge in hospitalized mothers, spouses and medical staff were
44. 9% ,40. 5% and 84. 2%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attitude toward donor human milk in hospitalized mothers and their spouses
were(3. 43 依 0. 64) and(3. 45 依 0. 67),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the items ‘donating milk is a very meaningful thing爷 and ‘vigorous
promotion of donating human milk is very necessary爷 were the highest,and the score of the item ‘you are willing to use donated breast
milk for your baby爷 was the lowest. The score of attitude toward donor human milk in medical staff was higher(4. 59 依 0. 55),and the
score of the item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donor milk爷 was the highest(4. 67 依 0. 51). For hospitalized mothers and their spouses,the
main reasons of unwilling to use or donating human milk were ‘worrying about the safety of donor milk爷,‘not knowing the procedure of
donating milk爷 and ‘worrying about the impact of donor human milk on health爷. Conclusions: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reast milk bank
and breast milk do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aff and the public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onor breastfeeding.
[Key words] breastfeeding;donor human milk;premature infant; hospitalized mother;breast milk bank

摇 摇 母乳既是新生儿最为理想的食物,同时也是一

种特殊的治疗药物,可以显著改善早产儿、患病儿以

及某些成年病人的预后和生命质量[1 - 2]。 因此,
WHO 推荐“当生母母乳不足或不能进行母乳喂养

时,合格的捐赠母乳(donor human milk,DHM)是最

佳的替代方式,建立母乳库是收集捐赠母乳的重要

方式冶 [3 - 4]。 奥地利、巴西分别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母

乳库和最大的母乳库网络。 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
捐赠母乳喂养已经成为常规标准化喂养措施,数万

名早产儿和低出生体质量儿从中受益[5]。 我国对

于母乳库建设及捐赠母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公众对其认知不足、接受度不高,母乳捐赠量与临床

需求相差甚远[6 - 7]。 本研究对医护人员、住院产妇

及其配偶捐赠母乳的知识、意愿和态度等进行调查,
为进一步开展科学的健康宣教、更好地促进母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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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2018 年 3 - 5 月,选取蚌埠市 3 所

医院作为调查场所。 采取方便抽样选取住院产妇及

配偶各 300 例。 产妇纳入标准:(1)年龄 > 20 岁;
(2)无妊娠高血压疾病、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妊娠合

并症;(3)知情同意;(4)阅读和书写能力正常。 排

除标准:(1)分娩期并发症如产后出血、羊水栓塞

等;(2)严重产后并发症如急性乳腺炎、产后抑郁。
产妇配偶纳入标准:(1)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2)
知情同意。 整群抽取产科和儿科医护人员共 166
例,纳入标准:(1)目前正在产科或儿科从事医护工

作;(2)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进修、实习人员;
(2)轮岗人员。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调查工具摇 调查问卷是研究者在参照文献

[6,8]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请 4 名专家(3 名临床专

家,其中儿科医生、护士各 1 名,产科护士 1 名;1 名

学院护理专家)对问卷初稿进行评阅。 经过 2 轮专

家函询及修改形成问卷终稿。
1. 2. 1. 1摇 《医护人员捐赠母乳知识、态度问卷》 摇
内容包括 3 部分:(1)一般情况包括受教育程度、职
业、工作年限等;(2)捐赠母乳知识部分,共 12 个条

目,选项为“是冶 “否冶 “不清楚冶;(3)捐赠母乳态度

部分,共 8 个条目,1 ~ 6 选项均为 5 等级式问题:
“非常不同意冶 “不同意冶 “不确定冶 “同意冶 “非常

同意冶,分别记为 1 ~ 5 分;7、8 条目分别为“您认为

目前我国建设母乳库的可行性冶 “您认为目前在临

床实施捐赠母乳喂养的可行性冶,选项为“可行冶或
“不可行冶。 该问卷的专家内容效度指数为 0. 894。
1. 2. 1. 2摇 《住院产妇捐赠母乳知识、态度问卷》 摇
内容包括 3 部分:(1)产妇一般情况,如年龄、居住

地、受教育程度、职业等;(2)捐赠母乳知识部分,共
12 个条目,选项为“是冶“否冶 “不清楚冶;(3)捐赠母

乳态度部分,共 10 个条目,1 ~ 8 选项均为 5 等级式

问题,9、10 条目分别为“您不愿意寻求或使用捐赠

母乳的原因(多选题)冶 “您不愿意捐赠富余母乳的

原因(多选题)冶,以期进一步了解相关因素。 该问

卷的专家内容效度指数为 0. 902。
1. 2. 1. 3 摇 《住院产妇配偶捐赠母乳知识、态度问

卷》摇 内容包括:(1)一般情况包括年龄、受教育程

度、职业等;(2)捐赠母乳知识部分,共 12 个条目,
选项为“是冶 “否冶 “不清楚冶;(3)捐赠母乳态度部

分,共 11 个条目,1 ~ 9 选项均为 5 等级式问题,10、
11 条目分别为“您不愿意寻求、使用捐赠母乳的原

因(多选题)冶 “您不愿意妻子捐赠母乳的原因(多
选题)冶,以期进一步了解相关因素。 该问卷的专家

内容效度指数为 0. 897。
1. 2. 2摇 调查方法摇 在取得科室负责人同意后,由经

过统一培训的 2 名研究生向调查对象“一对一冶现

场调查。 解释调查的目的,取得配合,并进行指导,
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在 10 min 内完成,由调查者

现场收回、检查,并及时补充完善。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一 般 人 口 资 料 特 征 摇 产妇 300 名, 年龄

为(29. 48 依 4. 92) 岁;居住地为农村者为 111 人

(37. 0% ),城市为 189 人(63. 0% );受教育程度为

大专及以下者 191 人(63. 7% ),本科及以上者 109
人(36. 3% );在职者为 155 人(51. 7% )。 产妇配偶

300 名,年龄为(30. 79 依 5. 03)岁,受教育程度为本

科及以上为人 128 人(42. 7% )。 医护人员 166 名,
年龄为(33. 22 依 9. 27)岁,产科 91 人(54. 8% ),儿
科 75 人(45. 2% ),本科及以上为 116 人(69. 9% ),
医生为 58 人(34. 94% ),工作年限 10 年以下者为

98 人(59. 0% )。
2. 2摇 捐赠母乳知识摇 产妇及配偶对于母乳作用的

答对率较高,均超过 70% ,答对率超过 50% 的条目

还有“母亲身体检查合格后才能进行捐赠母乳冶“捐
赠母乳需要检测合格后才能使用冶等捐献知识。 但

对于捐赠母乳的保存条件、时间及消毒方式的答对

率均较低(20% 左右)。 产妇及配偶对于母乳库的

知晓率亦较低,分别为 13% 和 12% ,特别是对我国

母乳库建设的了解程度更低,均不足 10% 。 产妇及

配偶对捐赠母乳知识总体答对率不足 50% 。 医护

人员对于母乳作用和母乳捐献知识答对率较高,但
对于捐赠母乳和母乳库的知晓率相对较低。 医护人

员的捐赠母乳知识总体答对率不足 85% (见表 1)。
2. 3摇 捐赠母乳态度摇 结果显示,产妇捐赠母乳态度

条目均分为(3. 43 依 0. 64)分,“捐赠母乳是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冶得分最高(3. 78 依 0. 69)分,“您愿意给

宝宝使用捐赠母乳冶得分最低(2. 76 依 0. 92)分;产
妇配偶捐赠母乳态度条目均分为(3. 45 依 0. 67)分,
“大力宣传捐赠母乳非常有必要冶得分最高(3. 80 依
0. 81)分,“您愿意给宝宝使用捐赠母乳冶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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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 依 0. 89)分;医护人员的捐赠母乳态度条目均

分为(4. 59 依 0. 55)分,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捐赠母

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冶(4. 67 依 0. 51)分。 产妇配

偶在愿意为了宝宝去寻求捐赠母乳和愿意给宝宝使

用捐赠母乳产妇两项得分均高于产妇(P < 0. 01),
其他各条目得分在 2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但产妇和产妇配偶其他项目得分均低

于医护人员得分(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医护人员、住院产妇及配偶的捐赠母乳知识答对率

序号 项目
答对率 / %

摇 产妇摇 摇 摇 产妇配偶摇 摇 摇 医护人员摇

1 母乳对于新生儿来说是最好的食物 90. 7 84. 3 99. 4

2 母乳在治愈早产儿疾病及促进早产儿恢复健康有很大的益处 74. 3 71. 0 99. 4

3 当母亲乳汁不足或因病不能哺乳时可以使用捐赠母乳 29. 0 30. 7 88. 0

4 您是否听说过“母乳库冶 13. 0 12. 0 73. 5

5 您是否听说过“捐赠母乳冶 20. 0 14. 7 68. 7

6 母亲身体健康,乳汁富足的情况下可以捐赠母乳 53. 0 42. 0 92. 8

7 母亲身体检查合格后才能进行捐赠母乳 79. 3 68. 7 96. 4

8 捐赠母乳必须要存放于母乳库中 40. 3 38. 3 84. 9

9 捐赠母乳需要检测合格后才能使用 81. 0 74. 7 97. 6

10 捐赠母乳需要冷冻保存,有效时间为 3 ~ 6 个月 19. 0 15. 0 74. 7

11 捐赠母乳需要经过巴氏消毒才能给婴儿使用 29. 7 26. 0 74. 1

12 您是否了解我国已开始建立母乳库用于收集、存储捐赠母乳 9. 7 9. 0 57. 2

总体答对率 44. 9 40. 5 84. 2

表 2摇 捐赠母乳态度得分情况在医护人员、住院产妇及配偶间的比较(x 依 s;分)

项目摇 摇 摇
产妇

(n =300)
产妇配偶

(n =300)
医护人员

(n =166)
F P MS组内

1. 如果您(您妻子)乳汁不足或因病不能喂奶时,您愿意为了宝宝去寻求捐赠母乳 2. 83 依 0. 97 3. 07 依 0. 93 — 3. 09* <0. 01 —

2. 如果有别人向您的宝宝捐赠母乳,您愿意给宝宝使用捐赠母乳 2. 76 依 0. 92 2. 99 依 0. 89 — 3. 11* <0. 01 —

3. 如果您(您妻子)有富余的母乳,您愿意将母乳捐赠出去 3. 47 依 0. 92 3. 39 依 0. 88 — 1. 09* >0. 05 —

4. 捐赠母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78 依 0. 69 3. 68 依 0. 81 4. 67 依 0. 51吟吟## 116. 41 < 0. 01 0. 499

5. 主动学习捐赠母乳的相关知识非常有必要 3. 67 依 0. 73 3. 67 依 0. 76 4. 60 依 0. 56吟吟## 111. 79 < 0. 01 0. 503

6. 鼓励其他母亲捐赠母乳非常有必要 3. 42 依 0. 82 3. 36 依 0. 86 4. 58 依 0. 59吟吟## 146. 89 < 0. 01 0. 629

7. 国家大力推进母乳库的建设非常有必要 3. 73 依 0. 72 3. 79 依 0. 78 4. 59 依 0. 61吟吟## 86. 31 < 0. 01 0. 522

8. 大力宣传捐赠母乳非常有必要 3. 74 依 0. 71 3. 80 依 0. 81 4. 60 依 0. 61吟吟## 84. 20 < 0. 01 0. 535

9. 如果您妻子有富余的母乳但是不愿意捐赠,您愿意鼓励妻子将母乳捐赠出去 — 3. 28 依 0. 87 — — — —

10. 向孕产妇及家属宣传捐赠母乳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 — 4. 58 依 0. 61 — — —

条目均分 3. 43 依 0. 64 3. 45 依 0. 67 4. 59 依 0. 55吟吟## 86. 01 < 0. 01 0. 402

摇 摇 *示 t 值。 q 检验:与产妇组比较吟吟P <0. 01;与产妇配偶组比较##P <0. 01

2. 4摇 影响母乳库建设、捐赠母乳及其临床应用的原

因摇 结果显示,“担心捐赠母乳的安全性冶是产妇及

配偶不愿意使用捐赠母乳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

“周围没有可以捐赠的母亲冶。 对于不愿意捐赠母

乳的原因调查发现,54. 0% 的产妇选择了“不了解

捐赠母乳的程序冶,其次是“担心家人反对冶;而产妇

配偶不愿意妻子捐赠母乳的最主要原因是“担心捐

赠母乳影响妻子的健康冶(58. 5% ),其次是“不了解

捐赠母乳程序冶和“担心妻子疼痛,影响体型冶(见表

3)。 本研究调查了医护人员对我国建设母乳库的

可行性分析,117 人(70. 5% )认为“可行冶,29. 5%
选择了“不可行冶,其主要原因为“国家还未建立相

应的制度冶(79. 6% )、“技术不成熟冶 (77. 6% )以及

“公众知晓率低、支持率低冶(73. 5% )。 43. 4%的医

护人员认为目前在临床实施捐赠母乳喂养“不可

行冶,其主要原因为“本地区无母乳库冶(70. 8% ),其
次为“无国家相应政策、制度可依据冶 (69. 4% ),而
60%以上医护人员认为“民众、医护人员对母乳库

及捐赠母乳知晓率低、支持率低冶也是影响临床开

展捐赠母乳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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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不愿意使用或捐赠母乳的原因[n;百分率(% )]

项目
产妇

(n = 300)
产妇配偶

(n = 300)

不愿意使用捐赠母乳的原因

摇 觉得配方奶会更好 53(17. 8) 51(17. 1)

摇 担心捐赠母乳的安全性 246(82. 6) 241(80. 6)

摇 担心花费高 35(11. 7) 43(14. 4)

摇 担心别人不愿意捐赠 54(18. 1) 49(16. 4)

摇 周围没有可以捐赠的母亲 82(27. 5) 67(22. 4)

摇 其他 16(5. 4) 35(11. 7)

不愿意捐赠母乳的原因

摇 担心家人反对 103(34. 6) 82(27. 4)

摇 害怕疼痛,体型改变 62(20. 8) 101(33. 8)

摇 没有时间 72(24. 2) 61(20. 4)

摇 怕影响自身(妻子)健康 83(27. 9) 175(58. 5)

摇 没有相关报酬 8(2. 7) 2(0. 7)

摇 居住较远,不方便 75(25. 2) 59(19. 7)

摇 不了解捐赠母乳程序 161(54. 0) 126(42. 1)

摇 其他 16(5. 4) 17(5. 7)

3摇 讨论

3. 1摇 产妇捐赠母乳知识知晓不足,态度不够积极摇
调查显示产妇对捐赠母乳知识的答对率总体不足

50% ,知晓率较低。 虽然 90% 产妇了解母乳是婴儿

最好的食物,但是对于母乳的治疗作用了解不足。
研究显示用捐赠母乳喂养可显著降低新生儿感染性

疾病、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并可有

效改善认知和心血管疾病的结局[2,9]。 本研究中,
“捐赠母乳需要冷冻保存,有效时间为 3 ~ 6 个月冶
答对率仅 19. 0% 、“捐赠母乳需要经过巴氏消毒才

能给宝宝使用冶答对率仅 29. 7% 等,这些都说明产

妇对于捐赠母乳保存方法、时间以及消毒方法等认

知程度很低。 听说过母乳库者只有 13. 0% ,远远低

于土耳其学者 EK褗IOC姚 LU 等 [10]报道的 41. 6% 。 听

说过捐赠母乳的产妇只有 20. 0% ,略高于秦瑛等[6]

调查 结 果 ( 16. 67% ), 低 于 王 嬗[8] 报 道 结 果

(28. 0% )。 这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选择的研究样

本不同等有关。 国外母乳库建设已有百年历史,并
且形成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捐赠母乳已经常规应用

于早产儿和低出生体质量儿的救治[11]。 我国自

2013 年在广州建立首家母乳库,南京、上海等地相

继建立 10 余家母乳库并开展捐赠母乳。 但是,本次

调查显示仅有 9. 7% 的产妇表示了解“我国某些地

区医院已经开始建立母乳库冶,这可能与我国还没

有大范围开展母乳库建设有关,同时也说明我国医

疗卫生行政机构、医院等对于母乳库以及捐赠母乳

的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产妇捐赠母乳态度问卷条目均分为(3. 43 依

0. 64)分,表明产妇对于捐赠母乳的态度总体上不

够积极。 其中,得分最高的条目为“捐赠母乳是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冶(3. 78 依 0. 69)分、其次为“大力宣

传捐赠母乳非常有必要冶 (3. 74 依 0. 71)分和“国家

大力推进母乳库的建设非常有必要冶(3. 73 依 0. 72)
分。 说明产妇对开展母乳库的建设、捐赠母乳以满

足他人需求持较为认可的态度,但是针对被调查者

本人是否愿意使用或捐赠母乳,其结果则恰恰相反。
对于“是否愿意寻求捐赠母乳冶,同意者只有 30% ,

远远低于国外学者 EK褗IOC姚 LU 等[10] 报道的 71. 3%
以及国内王嬗[8]的调查结果(82. 7% )。 关于“是否

愿意给宝宝喂养捐赠母乳冶,同意者仅有 21. 0% ,高
于丁宗一等[12]报道的 8. 0% 。

产妇不愿意寻求或使用捐赠母乳最主要的原因

为“担心捐赠母乳的安全性冶 ( > 80% )。 同时,
79. 3%和 81. 0%的产妇认为“母亲身体检查合格后

才能进行捐赠母乳冶及“捐赠的母乳需要检测合格

后才能使用冶,也反映出产妇非常重视捐赠母乳的

安全性。 在调查中,有些产妇担心捐赠母乳是否适

合自己的孩子、捐赠母乳的营养成分是否会随着消

毒、保存时间的延长等受到破坏而导致质量下降等。
英国、美国等制订了母乳库临床应用指南或专项管

理制度[13 - 14],通过规范化的管理包括捐赠母乳者的

筛查、母乳的采集、保存及使用等一系列措施保证捐

赠母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满足早产儿生长发

育所需的营养和机体免疫力。 对于“是否愿意捐赠

富余母乳冶,56. 7%的产妇选择“不同意冶,低于丁宗

一等[12]调查结果(64. 9% ),其主要原因为“不了解

捐赠母乳程序冶 ( 54. 0% ) 和 “ 担心家人反对冶
(34. 6% )。 这些都说明产妇出于母性,主观上认可

母乳库及捐赠母乳的意义,也愿意捐赠富余母乳以

帮助那些因病或其他原因需要母乳喂养者。 但是,
出于某些顾虑,如“担心捐赠母乳的安全性冶 “担心

捐赠母乳影响自身健康冶等,导致产妇个体参与捐

赠母乳的心理准备不足、积极性较低。 研究[15 - 16]显

示,我国医院 NICU 中开展早产儿母乳喂养的单位

不足 10% ,早产儿母乳喂养率不足 15% ,提示临床

对于捐赠母乳的需求量极大。 母乳捐献率是母乳库

建立、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母乳资源,母乳库难以

生存。 因此要加强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媒体等公共

平台科学介绍母乳库及捐赠母乳流程、保存及使用,
以消除产妇的内心顾虑,摒弃错误观念,积极参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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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母乳,不断扩大母乳捐赠范围。
3. 2摇 产妇配偶捐赠母乳知识了解不多,不支持捐赠

母乳摇 产妇捐赠母乳行为除了受产妇教育程度、捐
赠母乳知识等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

因素的影响[7,11],所以本研究对产妇配偶进行了调

查。 结果显示产妇配偶对捐赠母乳知识答对率总体

不高,为 40. 5% ,提示产妇配偶对捐赠母乳的了解

更加不容乐观。 不足 15%的产妇配偶听说过“母乳

库冶 “捐赠母乳冶,仅有 9% 表示了解我国已经建立

母乳库并开展捐赠母乳。 对于捐赠母乳的捐赠流

程、保存及使用了解相对较低,答对率为 15% ~
38% ;而对于捐赠母乳的条件如“母亲身体检查合

格后方可捐赠母乳冶 “捐赠母乳需要检测合格后才

能使用冶的答对率分别为 68. 7%和 74. 7% 。 说明产

妇配偶同样关注捐赠母乳的质量与安全性。
由表 2 可知,对于捐赠母乳的态度,与产妇一

样,产妇配偶面临同样的困境,既认为“捐赠母乳是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国家应大力推荐母乳库建设并

大力宣传冶(表 2 中相关条目得分较高),但是,当问

及“您是否愿意寻求或使用捐赠母乳冶“您是否愿意

或鼓励妻子捐赠富余母乳冶时,产妇配偶则持较为

消极的态度,条目得分相对较低。 只有 13% 的产妇

配偶选择同意妻子捐赠富余母乳。 对于不愿意使用

捐赠母乳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担心捐赠母乳的

安全性冶(80. 6% ),“怕影响妻子身体健康冶成为配

偶不愿意妻子捐赠富余母乳的首要原因(58. 5% ),
其次是“不了解捐赠母乳程序冶 (42. 1% )、“害怕妻

子疼痛和体型改变冶(33. 8% )。 调查结果同样说明

关于母乳库及捐赠母乳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产妇配

偶对捐赠母乳心存顾虑,再者可能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产妇配偶认为母乳满足自己孩子喂养已经很难

得,挤出多余的乳汁可能影响产妇的身体健康等而

持反对态度。 这些均提示,在进行大力宣传母乳库及

捐赠母乳时,不仅针对产妇个体,还要针对家庭成员

采取个性化健康教育,使其摒弃错误观念,以获取

足够的社会支持,使得产妇、家庭能够参与母乳捐赠。
3. 3摇 医护人员捐赠母乳知识知晓率总体不高,态度

积极摇 调查显示,医护人员对于捐赠母乳知识答对

率总体为 84. 2% ,其中医护人员对母乳对于早产儿

的益处知晓程度较高,对于捐赠母乳的保存及使用

知识答对率较低,如“捐赠母乳需要冷冻保存,有效

期为 3 ~ 6 个月冶“捐赠母乳需经巴氏消毒才能给婴

儿使用冶等答对率均不足 75% 。 知晓“我国已开始

建立母乳库用于收集、存储及使用捐赠母乳冶的医

护人员不足 60% ,仅有 73. 5% 和 68. 8% 表示听说

过“母乳库冶及“捐赠母乳冶,可见医护人员对于捐赠

母乳以及母乳库的了解程度并不乐观。
总体而言,大部分医护人员对于捐赠母乳持支

持态度,觉得母乳库建设及捐赠母乳意义重大。 但

是,30. 0%认为“我国建设母乳库冶 是“不可行冶的,
其原因主要有国家还未建立相应的制度、公众知晓

率及支持率低和技术不成熟等。 对于“在临床开展

捐赠母乳喂养冶,44. 0%的医护人员认为“不可行冶,
其原因除了“无国家相应政策、制度可依据冶 “本地

区无母乳库冶以及“公众知晓率及支持率低冶之外,
“医护人员对捐赠母乳的知晓率和支持率较低冶也

是影响临床开展捐赠母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少医

护人员表示由于缺乏监管机制,捐赠母乳的安全性

很难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公众对捐赠母乳的知晓率

和支持率较低等原因,没有足够的奶源也是影响临

床开展捐赠母乳喂养的主要因素。 提示医疗卫生机

构应该加强宣传及培训,构建由医生 - 护士 - 专业

管理人员构成的专业团队,促使医护人员成为母乳

库及捐赠母乳喂养强有力的支持者、倡导者和实践

者,尤其是产科和儿科等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临床

开展捐赠母乳宣传、应用及效果评价的主力军。
母乳库建设意义重大,捐赠母乳及其在临床应

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医护人员、产妇及配偶对

捐赠母乳的知识和态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希望我

国能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建立规范化的制度体系,给
予母乳库建设政策及资金支持;大力宣传捐赠母乳,
加强社会整体对母乳库的认知,不断扩大捐赠母乳

范围;构建捐赠母乳喂养的专业团队,保障捐赠母乳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造福更多新生儿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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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儿童呼吸道感染中,肺炎支原体(MP)是常见病原体。
XU 等[1]报道肺炎支原体肺炎(MPP)占杭州儿童社区获得性

肺炎(CAP)的 18. 5% 。 MP 呼吸道感染多数为轻症表现,以
下呼吸道感染表现多见,临床表现多样包括扁桃体炎、鼻咽

炎、气管炎、支气管炎和肺炎等。 少数儿童 MMP 迅速进展出

现肺内或肺外脏器的严重损害,如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和嗜血

细胞综合征等,甚至引起死亡[2 - 3] 。
MPP 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最初感染呼吸道 MP

在呼吸道上皮滑行黏附,而后 MP 侵犯肺部并可以侵犯其他

脏器,并且通过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造成多

种病理损害。 MPP 治疗的主要药物是阿奇霉素或红霉素等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但是部分儿童出现持续的发热、咳嗽、胸
片恶化,进展为重症 MPP。

重症 MPP 一旦诊断明确,多采用大环内酯类药物联合

糖皮质激素治疗,能促进疾病恢复并改善预后。 近年多个研

究[4 - 6]显示,阿奇霉素或红霉素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重症

MPP,高热、咳嗽等症状缓解快;而且 C 反应蛋白(CRP)、红
细胞沉降率(ESR)、白细胞介素(IL)鄄2、IL鄄6 等炎性指标也比

常规治疗均恢复快,病程明显缩短,并发症少。 本文就儿童

重症 MPP 的糖皮质激素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1摇 重症 MMP 的诊断标准

摇 摇 MPP 病情严重程度是根据社区获得性肺炎病情严重程

度的判断标准来判断,对于重症 MPP 目前依然没有一个明

确而统一的诊断标准,临床上经常与难治性 MPP 相混淆,而
难治性 MPP 只是肺炎支原体肺炎一种严重状态。 确诊 MPP
后,如果出现以下前 3 条中 2 条和 /或后 2 条标准中 1 条,即
可诊断为重症 MPP[7] :(1)气促或者心动过速,伴有或者不

伴有血压下降、吸气性三凹征和发绀等;(2)有效应用大环内

酯类抗生素治疗超过 l 周,体温仍持续 > 38. 5 益,或者肺部

影像学并未见好转或者进展,或者是发热持续时间 > 10 d;
(3)胸部影像学为大片状致密影,一个肺段到多叶段受累;
(4)出现肺坏死、肺脓肿、肺不张、胸腔积液等肺内并发症;
(5)低氧血症,吸入空气条件下,动脉氧分压 < 60 mmHg;或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损害。

2摇 糖皮质激素治疗重症 MPP 的免疫基础

摇 摇 MPP 发病机制尚有很多方面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细胞

因子的过度产生和免疫细胞的激活,其中 T 淋巴细胞介导的

免疫反应可能占有重要地位。
重症 MPP 患儿诱导痰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IL鄄4 水平

及 IL鄄4 / 酌 干扰素比值高于轻症 MPP 组,病情越重增高越明

显,提示 MPP 患儿存在 Th1 / Th2 失衡[8 - 9] 。 宋磊等[10] 研究

显示,MP 感染急性期的儿童较健康儿童,外周血 Th17 计数

以及 IL鄄17 浓度明显升高,随着病情加重,Th17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数量升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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