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
行

概
要

1

改善早产结果

世卫组织关于改善早产结果的
干预措施建议

执行概要

引言
早产婴儿容易在新生儿期发生严重疾病或死亡。如果得

不到适当治疗，幸存下来的婴儿将面临更高的终身残疾

和低生活质量风险。早产并发症是新生儿死亡的最大原

因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球要努力进一

步降低儿童死亡率就要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早产问题。

通过在妊娠之前或期间向母亲提供干预措施以及在出生

后向早产儿提供干预措施，可以降低早产后婴儿的死

亡率和发病率。干预措施可针对所有妇女以便进行一

级预防并减少早产风险（例如戒烟规划），或者可用

于已携带某些已知风险因素的孕妇，最大限度为其降

低风险（例如促孕剂，宫颈环扎术）。但是，最有助

益的孕产妇干预措施是那些在早产无法避免的情况下

能够提高早产儿生存机会并加强其健康结果的措施。 

这些干预措施于分娩前不久或分娩过程中向母亲提供， 

目的是克服早产儿当即和未来的健康挑战，如肺部发育

不全，易受感染和神经系统并发症等。对早产儿进行基

本和额外护理以预防或治疗潜在的并发症也非常重要，

可保证新生儿在无残疾的情况下存活。

世卫组织于 2000 年发表的《管理妊娠和分娩并发症：

助产士和医生指南》以及于 2013 年发表的《儿童的医

院护理袖珍本》分别就能够改善早产结果的孕产妇和

新生儿干预措施提供了指导。为与世卫组织的指南制

定程序保持一致，这些文件需要定期更新以纳入当前

的循证实践并响应会员国的要求，就有争议的实践领

域提供指导。本指南着重于可以在妊娠和分娩过程中

以及新生儿期提供的干预措施，目的是改善早产婴儿

的结果。关于用以预防和减少早产风险或改变高危孕

妇风险的干预措施的建议不在本指南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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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受众
本指南的主要受众包括负责制定国家和地方卫生保健

规程和政策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以及孕产妇和儿童健

康规划的管理人员和各种环境中的决策者。本指南对

直接为孕妇和早产儿提供护理的人员，如产科医生、

儿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和全科医生也将有帮助。 

本指南中的信息将有益于为卫生工作者的岗前和在职

培训开发工作辅助手段和工具，以加强他们所提供的

与早产有关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服务。

指南的制定方法
制定本指南时根据《世卫组织准则制定手册》中规定

的程序使用了标准操作程序。简言之，包括 (i) 确认重

点问题和关键结果，(ii) 检索证据，(iii) 评估和综合证

据， (iv) 制定建议，(v) 为指南的传播、实施、影响评估

和更新制定计划。在综合作为建议基础的科学证据时使

用了《建议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 (GRADE)》方法。

为重点问题编写证据概要时进行了最新系统性审查。

随后，世卫组织于 2014 年 5 月召集了一次技术协商会

议，其间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即指南制定小组在证据

概要基础上提出并批准了建议。2014 年 11 月，举行了

指南制定小组在线磋商，目的是根据资源匮乏国家中产

前皮质类固醇的广泛试用结果审查和修订各项建议。 

建议
世卫组织技术协商会议促使通过了 10 项主要建议 

（以及 17 项补充次级建议），内容涵盖产前皮质类固

醇，子宫收缩抑制，硫酸镁，抗生素预防，早产模式

（针对母亲）和袋鼠妈妈护理，塑料薄膜包裹，持续气

道正压通气治疗，表面活性剂和氧疗（针对新生儿）。 

对每项建议的证据质量进行了分级，包括 “极低”、 

“低”、“中等” 和 “高” 几个级别。指南制定小组通过审议

证据的质量和其它一些因素，包括利弊平衡、利益攸

关方的价值观和喜好以及干预措施所涉资源问题等，

核定每项建议的方向和强度。为确保每项建议得到正

确理解和实际应用，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们在必要时

提供了补充说明。指南的使用者应当参考这些说明，

如果对任何建议的依据存有任何疑问，还应当参考指

南完整本中的证据摘要。 

下表归纳了为改善早产婴儿的健康结果而提出的孕产妇

和新生儿干预措施建议。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南制定程

序，将对这些建议不断进行审查并在确认新证据后加以

更新，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重要审查和更新。世卫组织

欢迎建议更多的问题以便能在日后更新时纳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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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关于改善早产结果的干预措施建议一览表

孕产妇干预措施 建议 建议的强度和证据质量a

通过产前皮质类固

醇改善新生儿结果

1.0. 建议对妊娠第 24 至 34周期间有早产风险的孕妇进行产前皮质类

固醇治疗，但须满足下列条件：

 x 可以准确评估胎龄；

 x 认为早产迫在眉睫；

 x 没有孕产妇感染的临床证据

 x 能提供适当的分娩护理（包括有能力识别并安全管理早产和分娩）；

 x 早产儿能获得适当的必要护理（包括复苏、体温护理，喂养支持，抗

感染治疗，安全用氧等）。

强烈建议，以关于新生儿结果的中等

质量证据和关于孕产妇结果的低质量

证据为基础

1.1. 对于符合条件的妇女，如果认为早产即将在治疗开始 7 天内，包括

在头 24 小时内发生，应当对其施用产前

强烈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2. 建议对有早产风险的妇女，不论将分娩单胞还是多胞胎，均采用产

前皮质类固醇治疗。

强烈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3. 建议对早产时胎膜早破但无临床感染症状的妇女使用产前皮质类

固醇治疗。

强烈建议，以关于新生儿结果的中等

质量证据和关于孕产妇结果的低质量

证据为基础

1.4. 不建议对可能发生早产但患有绒毛膜羊膜炎的妇女进行产前皮质

类固醇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

基础

1.5. 不建议对晚期早产（34–36+6周）时按计划接受剖腹手术的妇女实

施产前皮质类固醇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

基础

1.6. 建议对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病，面临立即早产风险的妇女进行产前

皮质类固醇治疗。

强烈建议，以关于新生儿结果的中等

质量证据和关于孕产妇结果的低质量

证据为基础

1.7. 建议对有可能立即过早产下生长受阻胎儿的妇女进行产前皮质类

固醇治疗。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8. 建议对妊娠前和妊娠期间患有糖尿病，面临立即早产风险的妇女 

进行产前皮质类固醇治疗，与此同时应采取干预措施优化孕产妇的血 

糖控制。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9. 当早产迫在眉睫时，建议使用肌内地塞米松或肌内倍他米松 

（总共 24 毫克分剂量给药）两种皮质类固醇。

强烈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10. 如果施用第一剂后 7 日内未发生早产，而随后的临床评估显示未

来 7 日内有很高的早产风险，则建议重复一次产前皮质类固醇疗程。

有条件的建议，以关于新生儿结果的

中等质量证据和关于孕产妇结果的低

质量证据为基础

a 关于与孕产妇干预措施有关的建议，证据质量的分级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结果都适用，没有分别列示两者的证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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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干预措施 建议 建议的强度和证据质量a

使用宫缩抑制剂抑

制早产

2.0. 不建议出于改善新生儿结果目的对面临立即早产风险的妇女进行

宫缩抑制剂治疗（急性和维持性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

基础

使用硫酸镁防止胎

儿出现神经系统并

发症

3.0. 为防止婴幼儿脑瘫，建议对有可能在妊娠 32 周之前发生立即早

产的妇女使用硫酸镁。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早产中使用抗生素 4.0. 不建议对羊膜未破且没有临床感染症状的早产妇女例行施用抗 

生素。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5.0. 建议对胎膜早破的早产妇女施用抗生素。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5.1. 建议选用红霉素作为对胎膜早破的早产妇女进行预防性治疗的抗

生素。

有条件的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

基础

5.2. 不建议对胎膜早破的早产妇女使用阿莫西林和克拉维酸组合药物 

（“拉维酸”）。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最佳分娩模式 6.0. 不论头位还是臀位都不建议为改善早产儿的结果而例行实施剖 

腹产。

有条件的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

基础

为早产儿实施体温

护理

7.0. 建议对出生体重 2000 克或以下的新生儿例行实施袋鼠妈妈护

理，并应在新生儿的临床状况稳定后立即在卫生保健设施中开始这种

护理。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7.1. 应尽可能为出生体重 2000 克或以下的新生儿提供近乎连续的袋

鼠妈妈护理。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7.2. 如果不能提供连续的袋鼠妈妈护理，则建议为出生体重 2000 克

或以下的新生儿提供间歇性袋鼠妈妈护理，而不是常规护理。

强烈建议，以中等质量证据为基础

7.3. 对情况不稳定的出生体重 2000 克或以下的新生儿或者情况稳定

的出生体重不足 2000 克的新生儿不能使用袋鼠妈妈护理，而应当在

保温箱或恒温箱的热中性环境中进行护理。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7.4. 关于出生后立即用塑料袋/薄膜包裹来为早产儿提供体温护理的

有效性，目前没有充分证据。但是在稳定新生儿状况和将其转至新生

儿特护病房的过程中，可以考虑用塑料袋/薄膜包裹作为防止体温过低

的替代方法。

有条件的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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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干预措施 建议 建议的强度和证据质量a

通过持续气道正压

通气治疗患有呼吸

窘迫综合征的婴儿

8.0. 建议通过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早产儿。 强烈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8.1. 针对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新生儿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应当

在确诊后立即开始。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对患有呼吸窘迫综

合征的新生儿施用

表面活性剂

9.0. 建议对依赖插管通气的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新生儿使用表面

活性剂替代疗法。

有条件的建议（仅限于能提供插管、

通气护理、血气分析、新生儿护理和

监测等服务的卫生保健设施）以中等

质量证据为基础

9.1. 对依赖通气的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进行表面活性剂替代治疗时

可使用动物来源或含有蛋白质的合成表面活性剂。

有条件的建议（仅限于能提供插管、

通气护理、血气分析、新生儿护理和

监测等服务的卫生保健设施）以中等

质量证据为基础

9.2. 不建议在呼吸窘迫综合征发作前（作为预防性给药）对早产儿施用

表面活性剂。

强烈建议，以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9.3. 对于插管的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应当及早（在出生后最初 2 个

小时内）施用表面活性剂，而不应等到症状恶化后再进行抢救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仅限于能提供插管、

通气护理、血气分析、新生儿护理和

监测等服务的卫生保健设施）以低质

量证据为基础

对早产儿的氧疗和

氧气浓度

10.0. 在为妊娠 32 周或之前出生的早产儿进行通气时，建议开始时使

用氧气或空气浓度为 30% 的氧疗（如果无法提供混合氧），不要使用

氧浓度 100% 的氧疗。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10.1. 只有当接受氧疗的新生儿在用浓度为 30% 的氧气或空气进行适

当通气 30 秒后心率依然低于每分钟 60 次时才应考虑使用逐步更高浓

度的氧气。

强烈建议，以极低质量证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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