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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胎儿膈疝产前评估指南建议

俞　钢　夏　波

　　胎儿先天性膈疝（ｆｅｔａｌ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Ｈｅｒｎｉａ，ＦＣＤＨ）是一种先天性膈肌发育畸形，发病
率约１／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尽管其诊疗技术不断进步，
但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达３０％～４０％，主要死亡
原因是肺发育不良和肺动脉高压。由于肺发育不良

和肺血管形态异常，９０％的胎儿在出生后１ｈ内出
现严重呼吸功能不全；而由于肺血管的病态发育，患

儿出生后持续肺动脉高压的风险较其他新生儿要

高。低氧血症、酸中毒、机械通气导致的肺血管损伤

等均可通过反应性血管收缩和重建诱发持续性肺动

脉高压。因此，最好能在产前对 ＦＣＤＨ进行诊断和
风险评估，以防止出生后的不良治疗结局。

由于病人散发，产前超声诊断标准尚未统一，

ＭＲＩ的使用也无规范，以及其遗传学检查如何进行
等，均是当前困惑临床医生产前诊断的难题。尽管

单个医疗中心的经验不具有代表性，但仍希望借此

推进一个可行性产前评估方案的出台，供临床参考。

现结合２０１６年欧洲 ＦＣＤＨ专家共识及作者已经发
表的有关ＦＣＤＨ产前诊断评估及中重度ＦＣＤＨ围产
结局等研究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关于

ＦＣＤＨ评估指南的建议［１－５］。由于缺乏多中心实验

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大多数评估证据均为 Ｄ级，主
要依据临床指标来提出 ＦＣＤＨ评估方案。因此，本
建议距离要达到的规范尚有一定差距，对于存在的

不同意见，期待在今后的研讨中得到完善，并诚请相

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一、产前诊断

随着产前超声的普及以及产前诊断水平的提

高，孕１８～２４周的常规产前超声筛查可以诊断 ＦＣ
ＤＨ；当产前筛查发现ＦＣＤＨ后需要两次以上的三级
超声检查或ＭＲＩ检查再次确诊。
１．超声诊断要点：超声可以显示胎儿膈肌，但

超声评价膈肌的完整性较为困难，因此超声诊断

ＦＣＤＨ主要依靠腹腔内脏器（包括肠管和胃泡等空

腔脏器，或肝脏、脾脏或肾脏等）疝入胸腔后才能检

出膈疝，并根据疝入胸腔的胃泡位置来与先天性肺

囊腺瘤样畸形等先天性肺发育性疾病进行鉴别［６］。

２．产前发现时间与预后：产前检查发现ＦＣＤＨ
的时间在孕２４周前，通常预后差；在孕２４周后，理
论上胎儿肺的发育已有一定基础，预后相对好。

３．发生侧别：以左侧常见，约占８５％，疝入脏
器为肠管、胃、脾脏等，预后较右侧好；右侧疝入的脏

器除了前述器官外，主要是肝脏，所以也称为肝上型

膈疝。由于右侧可能的肝脏疝入，肝脏实体器官的

体积可使胸腔压缩空间变小，因此导致肺发育不良

的风险较左侧高［７］。

４．胎儿肺发育的评估：评估时间在孕３２周前，
最佳时间为孕２４～２８周，在四腔心平面下测量肺的
面积或肺容积，计算肺头比（ｌｕｎｇａｒｅａｔｏｈｅａｄｃｉｒｃ
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ＬＨＲ）［８］，ＬＨＲ实测值与预测值的
比值（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ＨＲ，Ｏ／ＥＬＨＲ）［９］或总
肺体积实测值与预测值的比值（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ｆｅｔａｌｌｕ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Ｏ／ＥＦＬＶ）［１０］。根据肺头比
或容积比所测数据做出ＦＣＤＨ轻、中、重度判断。当
比值结果有矛盾时，主要以Ｏ／ＥＬＨＲ的结果作为参
考指标。

二、评估方法

一旦筛查确诊 ＦＣＤＨ，即需进入胎儿医学科诊
疗。需经有经验的胎儿超声诊断医生或胎儿影像医

生准确检查，确诊部位、鉴别诊断、计算肺的大小，

ＬＨＲ、Ｏ／ＥＬＨＲ和Ｏ／ＥＦＬＶ等，其中超声确定肝脏
位置十分重要。

胎儿超声心动图：需要专门的胎儿心脏超声科

医生检查胎儿心脏结构有无异常。偶尔有由于心脏

受挤压导致确诊困难的情况。对于重度 ＦＣＤＨ，有
报道胎儿右肺动脉＜３３ｍｍ，左室舒张末期直径达
１０８ｍｍ提示预后不良［１１］。

胎儿ＭＲＩ：这是ＦＣＤＨ的产前诊断标准之一，将
进一步提供详细的肝脏位置，为明确诊断和鉴别诊

断提供可靠依据。大量肝脏进入胸腔，Ｏ／ＥＬＨＲ或
ＭＲＩ的Ｏ／ＥＦＬＶ＜２５％，即可确认为重症ＦＣＤＨ。

三、医疗决策

·４·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６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６，Ｎｏ．１　　　　　

当孕妇初次进入胎儿医学科，需接受遗传学咨

询，回顾既往病史和询问，讨论预产期，了解新生儿

ＩＣＵ特别分娩单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Ｕｎｉｔ，ＳＤＵ）等。
首先，接受遗传学专家的咨询，了解家族史和产

前遗传方面检查结果：约２０％的 ＦＣＤＨ合并其他先
天性异常，包括染色体或泌尿生殖器的异常［１］；孤

立的ＦＣＤＨ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遗传学检查，而多
因素的ＦＣＤＨ则必须进行遗传学检查。

检查完成，无论是否决定继续妊娠，孕妇都需要

面见高危母胎医学专家（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ＭＦＭ），ＭＦＭ通常是熟知胎儿和
新生儿外科的专家，或者是多科专家组成的团队，他

们将回顾健康史和所有检查结果，作出有益于母亲

和胎儿的决策。此外，还需要讨论所有治疗意见和

产前产后注意事项，包括分娩建议，提供一体化管理

方案。过程环节中的任何意外和障碍都可能导致整

个处理方案的失败。

由于重度膈疝的高风险因素，除非家长坚决要

求，原则上建议选择放弃，或者选择胎儿治疗（胎儿

治疗首选胎儿气管封堵，即 ｆ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ＥＴＯ）［１２］。由于轻中度 ＦＣＤＨ有７０％以
上的治愈率，原则上可继续妊娠至分娩。但需要充

分沟通告之，签好知情同意书。因为胎儿肺的形态

学改变与实际出生后的呼吸状态之间有一定的误差

率，预知结果与最终出生后结果不一定等同。

四、产前处理

在对孕妇的监测管理中，需要始终监测整个孕

期，尤其是孕晚期，必要时及时分娩终止监测。其中

远程实时动态监测是我们所倡导的。对于ＦＣＤＨ的
风险控制，尤其是合并羊水过多等并发症时，远程动

态实时监控为综合管理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也为

患者提供了便利。

对继续妊娠者应每３～４周超声检查１次，直至
３４周后，除动态实时远程监测外，孕３４周后若羊水
过多，需考虑计划性早产，以确保胎儿在发动前及时

处理。孕３２周后推荐使用地塞米松促进胎肺发育。
五、产时处理

由于ＦＣＤＨ的围生期风险，大多数情况下孕妇
需要选择有条件的三级妇产科医院或医学中心分

娩，单纯 ＦＣＤＨ因素的可经阴道分娩，而剖宫产对
ＦＣＤＨ是一个低风险手段，若有任何母亲因素或胎
儿相关剖宫产因素则可考虑剖宫产。

若有条件，可在专为胎儿出生缺陷设计的 ＳＤＵ
分娩，提供分娩的安全保障。在分娩后，新生儿被通

过一个窗口转运到新生儿外科团队，其中有新生儿

科专家、外科高级护理专家、新生儿外科专家和呼吸

专家，他们在胎儿分娩前专门等候，以确保新生儿出

生后到达ＮＩＣＵ的过程衔接顺利。产房成功复苏及
稳定病情的关键是避免气道高压，维持合适的导管

前血氧饱和度。建议维持导管前饱和度在 ８０％～
９５％。

出生后应尽早进行胸部平片检查，为了稳定生

命体征，予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保证呼吸通畅；置入

胃管，减少气体进入胃肠道，影响肺膨胀的空间；开

通动静脉通道，脐动静脉通道可作为首选；及时检查

血气，了解氧合情况。出生后的镇静和灌肠处理是

治疗常规。

关于肺表面活性物质，除非有早产儿肺透明膜

样变的证据，不建议使用。

基于胎儿出生时的呼吸道管理，近年来有人提

出了产时手术（ｅｘｕｔｅｒｏ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ｕ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ＸＩＴ）
治疗胎儿膈疝的概念，但是纵观国外文献和我们的

经验，ＥＸＩＴ可以作为生后气道管理的一个措施，即
产时发现胎儿呼吸窘迫或确诊为重症 ＦＣＤＨ时，可
以迅速建立气管插管，断脐后再进行后续治疗。但

是否有必要在未断脐前进行膈疝的修补手术，值得

商酌。国内有报道产时开放胎儿膈疝手术，其治疗

和预后风险均显著高于新生儿手术，因为 ＦＣＤＨ的
已知风险是肺发育不良和肺动脉高压，产时手术治

疗并不能降低ＦＣＤＨ的死亡率，相反增加了母亲及
胎儿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建议慎重选择ＥＸＩＴ。

六、母胎医学专家

ＭＦＭ是一个以产、儿、外科团队为主的多学科
专家团队，对于治疗出生后的 ＣＤＨ患儿十分重要，
除了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产科和小儿外科专家作支撑

外，尚需要有丰富经验的新生儿 ＩＣＵ专家尤其是呼
吸管理专家的的配合救治。

对于中重度ＣＤＨ患儿可能或需要应用高频振
荡呼 吸 机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ＨＦＯＶ）、吸入性一氧化氮（ｉｎ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Ｏ）
甚至体外膜肺（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Ｏｘｙｇｅｎａ
ｔｉｏｎ，ＥＣＭＯ）等，应在分娩前做好充分准备［６］。

七、新生儿ＣＤＨ手术
出生后的ＣＤＨ患儿对噪音、移动等刺激十分敏

感，因此，必要时可选择在 ＮＩＣＵ进行手术，手术时
间在生后４８～７２ｈ，待患儿病情稳定后进行，病情稳
定指标为：平均动脉血压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在氧浓

度５０％以下时，导管前的血氧饱和度可维持在８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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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乳酸浓度在３ｍｍｏｌ／Ｌ以下；尿量大于１ｍＬ
·ｋｇ－１·ｈ－１时［１，１３］。此时手术治愈率可达７９％～
９２％。在７２ｈ前病情不稳定的患儿，手术风险相当
大，需慎重考虑，并征得家长理解。

常规手术切口可以是经胸或经腹进行，若是微

创一般选择经胸，将疝入器官回纳后缝合膈肌缺口。

不建议术后常规留置胸腔引流管。复位后的胸腔空

间可使肺继续得以发育，一般小儿肺发育可以持续

到学龄期（８岁左右）。
八、远期随访

长期随访有助于加强临床管理，同时为改善肺

发育提供相关咨询和护理。作者关于 ＣＤＨ患儿肺
发育的管理已开展多年，从出生手术后开始，预约随

访的时间为６个月、１２个月、２岁、４５岁和６岁，此
后每两年１次，必要时需要多学科专家进行会诊。

附一：关于肺头比和肺容积比

ＬＨＲ：肺头比，即孕２４～２８周，测量健侧肺的面
积与头围的比值，所得截断值（ｃｕｔｏｆｆ）可作为判断
ＦＣＤＨ风险的标准。当 ＬＨＲ≥１４，ＦＣＤＨ为轻度，
预测治愈率可达１００％；当１０≤ＬＨＲ＜１４，ＦＣＤＨ
为中度，预测治愈率可达７０％；当 ＬＨＲ ＜１０，ＦＣ
ＤＨ为重度，预测治愈率仅为３０％。

Ｏ／ＥＬＨＲ：是在ＬＨＲ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个肺
发育评估指标，Ｏ代表实际测得的病患肺面积，Ｅ则
代表所测孕周正常情况下的肺面积，两者比值与头

围的比。

当Ｏ／ＥＬＨＲ≥４５％，ＦＣＤＨ为轻度，预测治愈率
可达１００％；

当２５％≤Ｏ／ＥＬＨＲ＜４５％，ＦＣＤＨ为中度，预测
治愈率可达７０％；

当Ｏ／ＥＬＨＲ＜２５％，ＦＣＤＨ为重度，预测治愈率
仅为３０％。

ＦＬＶ：为胎儿肺容积比，一般是通过ＭＲ检查测
量所得。其结果与 Ｏ／ＥＬＨＲ一样，以≥４５％为轻
度，２５％≤Ｏ／ＥＬＨＲ＜４５％，＜２５％为重度。

附二：胎儿宫内气管封堵术（ＦＥＴＯ）适应证
１严重的胎儿 ＣＤＨ：ＬＨＲ＜０７，Ｏ／ＥＬＨＲ＜

２５％；
２右侧肝ＣＤＨ；
３第一次发现孕周＜２４周、手术孕周＜３０周；
４染色体正常；
５母亲年龄＞１８岁。
禁忌证：１多胎妊娠；

２合并多种畸形；

３短颈＜１５ｍｍ；
４有乳胶过敏史。

附三：关于体外膜肺（ＥＣＭＯ）
ＥＣＭＯ的使用效果仍存在争议。近年来，ＥＣ

ＭＯ只有在严重的 ＣＤＨ有肺发育不良或预计严重
肺功能障碍时，需要考虑应用 ＥＣＭＯ。ＥＣＭＯ主要
应用于出生后常规治疗不能改善呼吸时可通过 ＥＣ
ＭＯ让肺得到休息，也可以在ＥＣＭＯ下进行 ＣＤＨ手
术，ＥＣＭＯ的并发症主要是出血和感染，专业管理是
ＥＣＭＯ的标准之一。ＥＣＭＯ治疗的昂贵费用是当前
国内限制临床应用的主要原因。

ＥＣＭＯ的使用指征：
１导管前血氧饱和度≤８５％或导管后血氧饱

和度≤７０％；
２呼吸机辅助通气下，ＰａＣＯ２潴留，出现呼吸

性酸中毒且ｐＨ＜７１５；
３当吸气峰压（ＰＩＰ）＞２８ｃｍＨ２Ｏ或者平均气

道压力（ＭＡＰ）＞１７ｃｍＨ２Ｏ时才能维持血氧饱和度
＞８５％；
４出现代谢性酸中毒：乳酸≥５ｍｍｏｌ／Ｌ和 ｐＨ

＜７１５；
５顽固性低血压，经扩容及强心治疗无效，导

致持续１２～２４ｈ尿量＜０５ｍＬ／ｈ；
６氧合指数（平均气道压×血氧浓度 ×１００／氧

分压）≥４０至少持续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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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表格版式的要求

本刊对表格的版式要求如下：

１．在文中的位置：表格需紧接相关一段文字，不串文，不腰截文字，不宜出现在讨论段中。
２．表序和表题：需有中英文表题，表题在表格上方居中排，不用标点，停顿处转行，转行的文字左右居

中。表题不得与表分排在两页上。

３．表头：纵标目在每栏上方居中排。标目词若需转行，同一表内各栏直转或横转必须一致。
４．表格转行：
（１）直表转栏排：凡表内谓语项目较少、主语项目较多而致全表横短竖长时，为了节省版面和美观，可

将表转成左右两栏来排。两栏之间用双正线隔开（双线之间距为１ｍｍ），转栏后重复排表头。（２）横表分段
排：凡表内主语项目较少、谓语项目较多而致全表横长竖短时，可将表转成上下两段来排。两段之间用双正

线隔开，下方的一段重复排主语纵、横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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