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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照射与白蛋白联合治疗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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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蓝光照射联合白蛋白治疗取得的临床治疗效果遥 方法 以本院确诊为

新生儿黄疸的 88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袁其入院治疗时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袁选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尧观察组袁对照组为采取蓝光照射与茵栀黄治疗袁观察组采取蓝光照射与白蛋白治疗袁对比评估两组患儿
的治疗效果袁以临床治疗有效率尧不良反应发生率尧治疗前后胆红素指标波动情况及临床治疗相关指标遥 结果
治疗后袁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与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两组患儿蓝光照射时间尧黄疸消退时间尧住院治疗时间比较袁观察组均低于
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两组患儿胆红素指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观察组患者患儿
的胆红素指标和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在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联合应用蓝光照射
及白蛋白治疗对改善黄疸等临床症状具有积极影响袁可进一步提升患儿治疗效果袁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袁可有效降
低胆红素水平袁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可广泛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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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blue light irradiation and albumin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neonatal jaun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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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lue light irra鄄

diation and albumin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jaundice. Methods 88 children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neonatal jaundic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His admission for treatment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August 2020.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selected as the grouping method of this controlled study.
The selected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group
was divided, the proportion of both groups of children patients was ensured equal.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blue light

irradiation and Yinzhihuang therapy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blue light irradiation
and albumin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compared and evalua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fluctuation of
bilirubin index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relevant indices of clinical treatment were used as specific evalua鄄

tion bases.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measures were taken,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blue light irradiation time, jaundice resolution time, and
length of stay in both groups of children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before the treatment mea鄄

sures were take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lirubin index and other related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measures were taken, the bilirubin inde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lue light irradiation and albumin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jaundi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jaundice, and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il鄄

dren patients. This treatment method has a higher safety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evel of
bilirubin,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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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儿科中较常见的疾病类型袁是由胆

重感染性疾病的患儿曰渊3冤合并发生败血症尧溶血病尧窒

红素代谢紊乱所引起的袁 其临床特征表现为黏膜尧巩

息等疾病类型者曰渊4冤伴有不同程度肾尧肺尧心等重要脏

膜尧皮肤黄染袁在面部尧四肢尧手心尧足心尧躯干等位置

器器官病变的患儿曰渊5冤治疗期间家属依从性较差者遥

均会出现黄染现象袁且患儿存在厌食尧精神萎靡尧呼吸

1.2 方法

困难等临床症状袁如果不采取及时尧有效地治疗措施

两组患儿在入院以后均采取保暖措施尧 营养支

可能会并发胆红素脑病遥 现阶段袁临床在新生儿黄疸

持尧电解质平衡等常规对症治疗措施遥 在常规对症治

治疗过程中主要采用白蛋白输注尧中医治疗尧血浆注

疗基础上袁对照组采取蓝光照射结合茵栀黄颗粒渊鲁

入尧酶诱导尧光疗等治疗方式袁其中蓝光照射的应用范
围较为广泛袁可加快患儿机体中的胆红素分解袁属于
较为有效地治疗方式之一遥 虽然蓝光照射可以有效缓
解患儿临床症状袁在临床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治疗
效果袁但是对于病情较为严重的黄疸患儿来讲并不能

达到预期治疗效果袁在治疗过程中易出现不良反应 遥
[1]

近年来袁在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尝试应

用白蛋白输注治疗袁 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效
果袁为进一步提升患儿临床治疗效果袁建议联合应用
蓝光照射以及白蛋白静脉滴注治疗措施袁为探讨两种
治疗措施联合应用取得的效果袁本文通过对照研究袁
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确诊 88 例黄疸患儿袁入院救治时间为

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曰国药准字 Z20030028曰3 g伊10
袋冤进行治疗袁在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蓝光照射仪器

为蓝光双面照射箱袁在治疗过程中将其波长调整为

425耀475 nm 范围内袁在照射过程中需要保证蓝光与
患儿之间的距离为 38耀42 cm 左右袁 对于患儿肛门以

及眼睛等部位加强保护袁 照射时间控制为 6 h 左右袁
每天 3 次袁 在蓝光照射的同时口服应用茵栀黄颗粒袁
用药剂量为每天 3 次袁每次 1 g袁连续用药 3 d[3]遥

观察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联合应用蓝光照射和

白蛋白渊Biotest Pharma GmbH曰注册证号 S20110073曰
规格院20%袁50 mL/瓶冤静脉输注袁蓝光照射方式和对照组

一致袁白蛋白用药方式总结如下院取白蛋白 1.0 g/kg袁

加入到浓度为 10%的 10 mL 葡萄糖溶液中展开静脉
滴注袁每天用药 1 次袁连续 3 d[4]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治疗效果评定标准院采取治疗措施后患儿全身黄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袁选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染症状完全消失袁测定经皮胆红素指标数值为小于

女 15 例袁日龄最小值 3 d袁最大值 24 d袁 中位年 龄

身黄染明显减退以及经皮胆红素指标测定数值小于

分为对照组尧观察组袁两组各 44 例遥 对照组院男 29 例袁
渊13.55依2.11冤 d袁病程 1耀7 d袁平均渊3.12依0.51冤d遥 观察

组中男 28 例袁女 16 例袁患儿日龄最小值 4 d袁最大值
25 d袁中位年龄 渊3.21依0.49冤 d袁病程 1耀7 d袁平均渊3.07依
0.62冤 d遥 两组患儿的年龄尧性别尧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85 滋mol/L 可判定为痊愈曰 将采取治疗措施后患儿全
205 滋mol/L 评定为有效曰无效即采取治疗措施后患儿

全身黄染症状未见明显变化袁经皮胆红素指标数值未

见下降袁甚至呈现为上升趋势[5]遥临床治疗有效率=渊痊
愈+有效例数冤/总例数伊100%遥

详细记录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不良反应袁包

纳入标准院 渊1冤患儿出生后黄疸发生时间为 36 h

含腹泻尧皮疹尧发热等袁在采取治疗措施前后测定胆红

以内袁纳选对象均为新生儿曰渊2冤经相关检查确定纳选

素水平袁涉及指标包含血清总胆红素渊TBIL冤尧间接胆

患儿均符合叶临床儿科多发病诊断与治疗曳中关于病

红素渊IBIL冤以及直接胆红素渊DBIL冤袁借助于经皮胆红

理性黄疸的诊断标准曰渊3冤于手心尧足心尧四肢以及躯

素测定仪器对准患儿前额尧前胸皮肤袁促使探头和皮

干和面部均有黄疸累曰渊4冤黄疸症状较为严重袁且持续

肤全面接触袁进行探头按压袁仪器会自动闪光袁于显示

时间长曰渊5冤入院后经测定评估患儿血清胆红素值较

屏上可显示具体读数袁为保证检验数值的准确性在各

高袁均于 340 mol/L 以上曰渊6冤确诊为阻塞性黄疸的患儿

部位分别测量三次袁取平均值遥 评估两组患儿蓝光照

在治疗过程中伴有肝肿大尧大便颜色发白以及尿黄等

射时间尧黄疸消退时间尧住院治疗时间遥

相关临床症状曰而感染性黄疸伴有重度感染尧发热等

1.4 统计学方法

相关症状曰溶血性黄疸存在心衰尧贫血尧肝脾大尧水肿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 计量

等症状[2]遥

资料渊胆红素水平尧临床治疗指标冤采用 t 检验曰计数

渊2冤对于蓝光尧白蛋白存在严重过敏现象以及伴有严

统计学意义遥

排除标准院渊1冤确诊为胆管尧肝炎阻塞性疾病的患儿曰

56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11 April 2021

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袁以[n渊%冤]表示袁P约0.05 表示差异有

窑妇幼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4 月第 59 卷第 11 期

2 结果

3 讨论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胆红素指标数值比较

经调查研究资料证实袁新生儿黄疸在临床实践过

治疗前袁两组胆红素指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观察组各胆红素指标数值均低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如表 1 所示遥
2.2 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7.73%袁 对照组为

84.09%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如表2
所示遥

n

组别

字2 值

育产生不良影响[6]遥 若患儿表现为病理性黄疸袁对机体

有效率

成直接损害袁对于预后效果具有直接影响袁病情较为

32

11

1

43渊97.73冤

严重的患儿甚至会出现死亡现象袁 因此需要采取及

13

24

7

37渊84.09冤
4.950

时尧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案进一步稳定患儿病情[7]遥 新
生儿黄疸的主要发生原因在于患儿机体红细胞数量

处于增多趋势袁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袁再加上机体排泄
功能发育不完善袁肝脏中的代谢酶未见成熟袁导致胆

2.3 两组临床治疗指标比较
观察组蓝光照射时间尧黄疸消退时间尧住院治疗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如
表 3 所示遥

红素排出速度较为缓慢袁进一步形成黄疸[8]遥 经大量的
临床研究资料证实袁在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在于尽快排出患儿机体中多余的胆红素袁目前对
于新生儿黄疸采取的治疗措施较多袁包含药物治疗尧
换血疗法尧蓝光光疗等袁均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袁但

表 3 两组临床治疗指标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蓝光照射时间

黄疸消退时间

住院治疗时间

观察组

44

18.25依1.80

3.15依0.35

4.05依0.39

13.826

7.975

7.108

渊h冤

44

24.42依2.35

渊d冤

渊d冤

3.78依0.39

0.000

P值

4.68依0.44

0.000

0.000

观 察 组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为 4.55% 袁 对 照 组 为

18.18%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如表 4 所示遥
表 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渊n尧%冤

本研究结果表示袁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袁

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袁观察组胆红素优于对照
组袁观察组各临床指标数值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分析原因如下院血清总胆红素属
于人体胆汁中存在的主要色素袁具有一定的毒性袁机

皮疹

腹泻

发热

发生率

44

1
3

1

0

2渊4.55冤

2

3

P值

经系统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袁此外总胆红素水平是
判断黄疸的主要标准和依据袁如果总胆红素水平处于

持续升高状态袁则代表黄疸病情较为严重 [10]遥 蓝光照
射属于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最为常见的治疗方式袁

在应用过程中可通过蓝光照射促进患儿机体中未结

n

44

是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9]遥

体血清总胆红素处于持续升高状态对于大脑以及神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字2 值

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袁在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对脑部发

时袁可会持续性进展袁发展为核黄疸袁对于神经系统造

0.026

对照组

高状态袁黄疸症状持续时间较长袁可能会对神经系统

无效

P值

观察组

儿生长期中的生理现象袁如果血清胆红素水平处于过

有效

44

对照组

组别

黄疸的概率可高达 80%袁其中生理性黄疸是指在新生

痊愈

44

观察组

t值

生 1 周以内出现肉眼可见的黄疸现象袁而早产儿发生

产生的危害性较为严重袁 如果治疗不当或治疗不及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n渊%冤]

对照组

程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袁其中大概 60%的患儿会在出

合的胆红素向着水溶性异构体转变袁对降低血清胆红

8渊18.18冤

素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1]遥 蓝光照射在应用过程中具有

0.044

红素能够有效吸收光能袁通过利用光和氧的作用袁将脂

4.062

操作简便尧安全性较高的应用优势袁在照射过程中胆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胆红素指标数值比较渊x依s袁滋mol/L冤
组别

n

观察组

44

对照组
t值
P值

44

治疗前

TBIL

治疗后

治疗前

IBIL

治疗后

治疗前

DBIL

治疗后

214.64依6.99

112.45依6.56

189.96依7.57

102.42依6.85

24.68依6.42

10.03依2.45

0.436

16.883

0.441

10.718

0.022

16.989

213.96依7.64
0.664

138.08依7.64
0.000

189.25依7.52
0.660

117.59依6.42
0.000

24.71依6.44
0.983

20.49依3.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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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 Z 型胆红素氧化为 E 型胆红素袁 此外蓝光照射

[3]

余安.蓝光照射联合白蛋白静脉滴注治疗新生儿黄疸

从脂溶性逐渐转变为水溶性袁在治疗过程中并不需要

[4]

李林.健脾祛湿退黄汤药浴结合蓝光照射对新生儿黄

治疗方式在应用过程中可通过光异构化促使胆红素

与肝细胞进行结合袁可经胆汁或者尿液排出体外袁但
是脂溶性胆红素的稳定性较差袁易再次转化为水溶性
胆红素袁由此可见单纯应用蓝光照射取得的治疗效果

[5]

并不理想袁在应用以后患儿腹泻尧发热尧皮疹等不良反

应频发袁对治疗效果具有直接影响[12]遥 白蛋白属于胆
红素载体之一袁在血浆中蛋白含量较高袁其作用在于

物质结合转运袁 通过不同种外源性化合物的结合袁促
使胆红素转化为水溶性产物袁能够有效结合机体中的
E 型胆红素促使其排出体外袁对于 E 型胆红素转化为

Z 型胆红素起到了理想的抑制作用[13]遥 白蛋白作为血
清胆红素中的重要载体袁如果血清中胆红素水平较高

够增加血清胆红素和白蛋白结合的概率袁对水溶性胆
红素可起到增加作用袁对于未结合胆红素含量可以有

效降低袁进而缓解患儿临床症状[14]遥 不仅如此袁静脉注

射白蛋白在进入机体后袁能够有效减少总胆红素水平
的产生袁加速了胆红素清除作用袁能够抑制胆红素肝
肠循环袁 对缓解肝细胞的受损状态具有理想效果袁对
于患儿机体免疫功能以及抵抗能力具有增强效果袁对
提升肝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遥 此外袁白蛋白与蓝光照
射联合应用过程中袁白蛋白能够与水溶性胆红素相结
合袁阻止其向 Z 型胆红素转换[15-17]遥

综上所述袁本结果充分证实蓝光照射联合白蛋白

在新生儿黄疸治疗过程中取得了更为理想的治疗效
果袁对改善临床症状尧调节炎症因子表达具有积极意
义袁可有效减轻机体的严重反应袁进一步提高了患儿
的肝胆功能袁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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