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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左肺缺如孕妇分娩1例
▲

涂娇琴
范 涛
陈凤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妇产科，广东深圳 518033
[ 摘要 ] 先天性肺缺如是一种异常罕见的先天性畸形，发病机制不明，多为婴幼儿时期发现，成人肺缺如极为
罕见，其特征是一侧或双侧肺实质及其相关支气管、肺动脉、肺静脉缺失，一般右肺缺如临床症状出现早，病
死率高，而左肺缺如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小，临床症状出现晚而轻，因此左肺缺如更易出现漏诊。
本文介绍 1 例罕见的先天性左肺缺如孕妇，在成年时发现肺缺如，孕期规律产检无特殊情况，孕晚期经多学
科联合会诊，并在多学科共同合作下顺利剖宫产分娩，产后在多学科严密观察下产妇无并发症，母婴均平安。
因此对于特殊孕产妇，对其进行多学科诊治及规范的个体化治疗有利于良好的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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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enital absence of left lung in a pregnant woman: a case r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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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genital absence of lung is an unusually rar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with unknown pathogenesis. It is
mostly found in infancy and young children. Absence of lung in adults is extremely ra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lack of
one or both lung parenchyma, its associated bronchi and pulmonary arteries, pulmonary vein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right lung absence appear early, and the mortality is high, while the left lung absence has relatively little impact on
the respiratory and circulatory systems,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are late and mild. So the left lung abse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misdiagnos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rare case of a pregnant woman with congenital absence of left lung,
whose absence of lung was found in adulthood. The regular obstetric examination during pregnancy was unremarkable.
In the third trimester, a multidisciplinary joint consulta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woman delivered successfully by
cesarean section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Under the strict observ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
woman had no complications after delivery, and both mother and baby were safe. Therefore, for special pregnant women,
multidisciplina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standardized individual treatment are conducive to good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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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肺缺如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畸形，双侧

妇及新生儿的安全保驾护航，减少孕产妇并发症的

肺缺如罕见，主要以单侧肺缺如较为多见。左肺缺

发生。

如与右肺缺如发生概率无明显差别，但右肺缺如常

1 病例资料

[1]

合并有严重畸形，因此有更高的死亡率 ，约 50%

1.1 病史

，成年后出

患者，女，28 岁，因“停经 38+4 周，入院要求终止

现肺部症状就诊而发现肺缺如亦有 [4]，但罕见，孕妇

妊娠”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八

发现肺缺如更为罕见，国内鲜有文献报道。国内文

医院（深圳福田）妇产科。患者此次为自然受孕，孕

的肺缺如患者在分娩时或 5 岁前死亡

[2-3]

[5]

献中报道 1 例右肺缺如孕妇术后护理情况 ，国外

期因复发性流产，孕 3+ 月开始予阿司匹林治疗至孕

文献报道 2 例孕妇合并右肺缺如伴有严重畸形，均

36 周停药。孕妇孕期定期在深圳市某妇幼医院产

已顺利分娩

[6-7]

。本文报道 1 例先天性左肺缺如孕

检，孕期产检查胎儿三维彩超：未见胎儿肺部发育

妇，在多学科合作下顺利剖宫产分娩，旨在及早发现

异常，未见胎儿其他部位畸形，行无创 DNA 检测未

肺缺如等罕见疾病，并在多学科合作下为特殊孕产

见异常。因初中体检发现左肺缺如，无肺部相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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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状，孕前查肺部 CT 提示：左侧支气管闭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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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缺如，右肺下叶基底段局限性肺气肿，右上肺少许
纤维灶、钙化灶，孕妇孕前及孕期均无明显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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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肺部不适症状，呼吸科医生建议暂时观察，无需处
+4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2）114 mmHg，
动脉血二

理。孕妇入院时孕 38 周，无下腹痛，无阴道流水，

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无阴道流血，要求终止妊娠入院。

PaCO2）33 mmHg，BE-1。

1.2 入院查体

⑩夫妻双方染色体未见异常。

体温 36.6℃，心率 90 次 /min，呼吸 20 次 /min，

1.4 主要诊断

血压 114/74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

① 妊 娠 合 并 先 天 性 左 肺 缺 如；② 孕 4 产 0 孕
+4

度波动于 97%~100%。神志清楚，反应可，心脏查体

38 周单活胎 LOT 待产；③复发性流产；④子宫腺

未及异常，气管向左侧偏移，呼吸运动正常，左侧语

肌症；⑤左侧卵巢巧克力囊肿？⑥多囊卵巢综合征；

颤消失，右侧语颤增强，未触及胸膜摩擦感，未触及

⑦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⑧肛门闭锁术后。

皮下捻发感，右肺呼吸音清，左肺呼吸音低，未闻及

1.5 诊疗经过

干、湿啰音，无胸膜摩擦音及捻发音，语音传导右侧

患者孕期规律在深圳市某妇幼医院产检，孕期

正常，左侧减弱。产科专科体检：宫高 34 cm，腹围

查自身染色体无异常，胎儿在宫内经彩超及产前诊

100 cm，胎方位 LOT，胎心音 140 次 /min，先露头，已

断未发现器官畸形，现足月住院，拟分娩，因孕妇为

衔接，宫缩无，骨盆形态正常，肛门处可见陈旧性手

罕见肺缺如病例，文献报道少，住院后科室组织全院

术瘢痕（出生 5 d 时因肛门闭锁行手术治疗，具体方

多学科协作为患者决定分娩方式及围手术期护理，

式不详）。阴道检查：宫颈管未完全消失，宫口未开，

包括邀请呼吸重症医学科、ICU、麻醉科、产前诊断、

位置后，质地中，先露头，S-2，胎膜存，坐骨棘不突，

心内科、外院产科专家共同参与，综合专家意见，考

宫颈评分 2 分，估计胎儿体重约 3.4 kg。

虑患者先天性左肺缺如，平时活动无受限，孕前活动

1.3 主要辅助检查

可耐受，否认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目前患者无发热、

①胸部 CT：左侧支气管、左肺缺如；右肺下叶

无咳嗽咳痰、无喘息气促，肺功能检查：FEV1 为预计

基底段局限性肺气肿，右上肺少许纤维灶、钙化灶；

值 58%，FEV1/FVC 69%；如自然分娩，产程中需憋

纵隔明显左移。见图 1（封三）。

气用力，可能出现肺功能障碍等情况，且患者左肺缺

② 肺 功 能 检 查：第 1 秒 用 力 呼 气 容 积（forced

如伴多发畸形，不排除其他畸形未发现，但心肺功能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为预计值 58%，

可耐受手术，建议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子宫下段剖

FEV1/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69%，

宫产术，术后需注意肺水肿发生。2021 年 3 月 10 日

中 重 度 混 合 性 通 气 功 能 障 碍，最 大 分 钟 通 气 量

患者在多学科合作下剖出一健康活婴，体重 3500 g，

（maximal voluntary ventilation，MVV）中度下降。见

Apgar 评分 1 及 5 min 均为 10 分，术中患者未发现

图 2（封三）。

子宫及双侧附件畸形，术后患者在重症 ICU 观察，严

③心电图检查：窦性心律，不完全性右束支传
导阻滞。

格控制液体量，期间患者无咳嗽咳痰、无喘息气促、
呼吸困难等不适，新生儿出生后进行查体及辅助检

④心脏彩超检查：三尖瓣反流（轻度），左肺动
脉及左肺静脉未见显示，左室射血分数正常，左室舒

查均未发现器官畸形。
1.6 出院情况

张功能正常。

患者住院中未出现并发症，新生儿未发现异常，

⑤孕早期 B 超检查：子宫腺肌症，左侧卵巢囊

母婴均平安，于术后第 6 天予办理出院，产后 6 周、

肿，考虑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大小 30 mm×29 mm，宫

3 个月、6 个月随访，患者及新生儿均健康，无需临床

内早孕。

干预治疗。

⑥胎儿彩超（晚孕期）：宫内足月妊娠，双顶径

2 讨论

96 mm，
头围 339 mm，
腹围 340 mm，
股骨长 73 mm，
羊

第 1 例 肺 缺 如 于 1887 年 由 Haberlein 报 道，

水指数 121 mm，胎儿心率 137 次 /min，脐带血流 S/D

在尸体解剖时发现，此后有相继报道，报道病例较

值 1.9，
胎盘附着于前壁，
胎盘Ⅲ级，
胎儿脐带绕颈 1 周。

少

[8]

。 单侧肺缺如的婴儿发生率约占活产婴儿的

⑦四肢血管彩超：左侧桡动脉管径细小，尺动

1/15 000[9]，男女比例相同 [7]，也有文献收集了少量病

脉代偿性增宽，考虑先天性变异，其余四肢血管未见

例中女性肺缺如发生比例高于男性 [10]。目前肺缺如

异常。

病因仍不明确，可能是早期胚胎发育中断，亦可继发

26

⑧泌尿系彩超：未见异常。

于胎儿宫内胸廓受压，影响了肺泡发育，使肺实质发

⑨ 血 气 分 析：pH 7.44，动 脉 血 氧 分 压（arterial

育不良，也有可能为宫内感染所致，也有文献报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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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基因遗传有关 [11-14]。临床上肺缺如分为 3 型。
Ⅰ型（肺缺如）：肺实质和支气管完全缺失，患侧无
供血血管；Ⅱ型（肺发育不全）：无肺实质，仅有发育
不全的支气管残端；Ⅲ型（肺发育不良）：肺组织发
育不全，可见不等量的支气管树、肺实质和支持性血
管结构 [15]。本文中此例孕妇符合Ⅰ型肺缺如。胸部
CT 提示左侧支气管、左肺完全缺如，但患者无明显
呼吸系统临床表现。查体显示一般的身材和适度营
养，皮肤无苍白、黄疸，颈部淋巴结无肿大。腹部、肌
肉骨骼和神经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在检查胸部时，
显示不对称，左侧比右侧更小，气管向左侧偏移，心
脏查体无异常。此例患者仅在体检时发现左侧肺缺
如，学生时期为学校运动员，实为罕见，因常被告知
无需特殊治疗肺部，患者孕期仅复查胸部 CT，并未
做其他处理及治疗。
现在医疗技术越来越成熟，孕妇在医院规律产
检，产前超声介入提高了胎儿时期肺缺如的发现，
以往大部分婴幼儿或儿童病例因出现呼吸道反复感
染、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就诊时
被发现，部分成年肺缺如患者，如本文孕妇，即在出
生时无明显呼吸道症状或症状不明显，并未立即诊
断，成年后在常规体检时发现患侧肺部听诊无呼吸
音，叩诊呈浊音，常闻及喘鸣音，行胸部 X 线发现一
侧肺缺如，但因无明显肺部不适症状，就诊呼吸科常
被告知无需治疗。出现漏诊左肺缺如，这可能与右
肺缺如常伴有心脏畸形，临床症状出现早，病死率
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6]，而左肺缺如对呼吸和循环
系统影响相对较小，临床症状出现晚而轻有关。最
新综述中还提出右肺缺如症状出现早，病死率高可
能与右肺有三个肺叶，更能满足身体所需氧气需求
的能力有关 [17]，因此临床上易漏诊，需警惕。
本例孕妇孕期虽无特殊治疗肺部情况，但肺缺
如的成年患者异常罕见，能足月分娩更为罕见，在临
床上仅遇上此例，因此本科室及本院其他重要科室
联合外院产科专家开展多学科协作，各科专家会诊
时，凭着少量文献知识，本着对孕妇及胎儿相对安全
考虑，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在多学科的保驾护航下
孕妇顺利分娩，最终孕妇及胎儿结局良好。在临床
上遇上此类肺缺如患者应警惕，虽然患者无肺部症
状，但文献记载患者可随时出现肺部感染而危及母
儿性命，因此多学科联合治疗，为特殊孕产妇的母儿
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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