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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对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黄疸消退时间及血清胆红素水平的影响
王晓英
顾益琴
许丽娅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儿科，江苏苏州 215131
[ 摘要 ] 目的 探究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黄疸消退时间及血清胆红素（TSB）
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11 月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收治的 102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51 例）及对照组（51 例）。对照组予以蓝光照射治
疗，实验组给予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黄疸消退时间、血清 TSB 变化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6.08%）高于对照组（78.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实验组的黄疸消退时间 [（52.12±7.57）h] 短于对照组 [（75.85±10.2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325，P < 0.001）。治疗前，两组患儿的血清 TSB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儿
的血清 TSB 低于治疗前，实验组的血清 TSB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儿的不良
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缩短黄疸消退时间，改善血清 TSB 水平，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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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combined with blue light irradiation
on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and serum bilirubin level in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WANG Xiaoying GU Yiqin XU Liya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Suzhou Xiangcheng People’s Hospital, Jiangsu Province, Suzhou 2151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combined with blue light irradiation on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and serum bilirubin (TSB) level in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A total of 102 cases
of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treated in Suzhou Xiangcheng People’
s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Nov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1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51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lue light irradia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cillus Licheniformis combined with blue light irradia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serum TSB change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6.08%)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8.4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2.12±7.57]
h)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5.85±10.22] 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13.325,
P < 0.001). Before treatment, the comparison of serum TSB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TSB levels of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serum TSB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Bacillus Licheniformis combined with blue light irradi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shorten the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and improve serum
TSB level, and it is safe.
[Key words]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Clinical efficacy; Bacillus Licheniformis; Blue light irradiation; Serum bilirubin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指新生儿因红细胞破坏

产生胆红素过多，超过肝脏对胆红素的处理能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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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身体健康 [1-4]。临床以蓝光照射作为首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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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蓝光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能明显降低血

平变化：用分光光度测定法测定 TSB，TSB 试剂盒

清胆红素（serum bilirubin，TSB），对中枢神经系统无

购自上海权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④不良反应：比

损伤，但有发热、皮疹、腹泻甚至青铜综合征等并发

较两组患儿给药后发热、腹泻、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

[5]

症 。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主要起到调节胃肠道
[6]

菌群的作用。研究指出 ，地衣芽孢杆菌治疗新生

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口服后能在胃肠道发挥治疗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作用，能释放出具有抗菌作用的物质，并且能拮抗某
些有害致病菌的生长，对于葡萄球菌、酵母样菌都有

描述为均数 ± 标准差（xx±s）
，以 t 检验；计数资料描
2
χ
述为构成比，以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拮抗作用。但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治疗新生

意义。

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疗效仍待进一步研究。基于

2 结果

此，本研究选取接诊的 102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2.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患儿进行研究，以分析地衣芽孢杆菌联合蓝光照射

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6.08%）高于对照组

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黄疸消退时间及 TSB 水

（78.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平的影响。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 n（%）]

表1

1 资料与方法
组别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11 月苏州市相城
人民医院收治的 102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作
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及对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2（3.92）

49（96.08）

实验组

51 38（74.51） 11（21.57）

对照组

51 29（56.86） 11（21.57） 11（21.57） 40（78.43）

χ2值

7.141

P值

0.008

照组，每组各 51 例。对照组中，女 21 例，男 30 例；
日龄 1~3 d，平均（2.01±0.28）d。实验组中，女 20 例，

2.2 两组患儿黄疸消退时间比较  

男 31 例；日龄 1~4 d，平均（2.04±0.31）d。两组患
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

实验组的黄疸消退时间 [（52.12±7.57）h] 短
于 对 照 组 [（75.85±10.22）h]，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t=13.325，P < 0.001）。
2.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TSB比较  

纳入标准：①符合《实用新生儿学》[7] 中新生儿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血清 TSB 比较，差异无统

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诊断；②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

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血清 TSB

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肝肾功能障碍者；②心脏或

低于治疗前，实验组的血清 TSB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消化道畸形等先天性疾病患儿。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1.2 治疗方法
表2

两组均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患儿予以新
生儿黄疸治疗仪蓝光照射仪（批准文号：浙食药监
械生产许 20100125 号，品牌：DADID，宁波戴维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蓝光照射 3 d。实验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地衣芽孢杆菌（东北制药集团沈
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S10950019；生产批
号：Q/SBT 06— 2018）治 疗，1 次 1 粒，药 物 溶 于 水
后口服，3 次 /d。实验组维持给药 1 周后评估临床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TSB比较（μmol/L， xx±s）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 d后

实验组

51

271.02±15.85

150.26±10.85

a

对照组

51

272.10±15.99

189.25±14.11

a

0.343

15.644

0.733

< 0.001

组别

t值
P值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 0.05
a

2.4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疗效。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8]

①疗效评估 。临床疗效判断：患儿原有的症

学意义（P > 0.05）。见表 3。
3 讨论

状全部消失为显效；TSB 水平改善为有效；患儿症状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

未改善，TSB 水平没有发生改变为无效。总有效率 =

尚未清楚，一半左右新生儿和多数早产儿，在出生后

（总例数 - 无效例数）总例数 /×100.00%。②比较两

2~3 d 出现生理性黄疸，
多数患儿于 2 周左右消退 [9-11]。

组患儿的黄疸消退时间。③比较两组患儿的 TSB 水

胆红素持续升高会引起病理性黄疸，需要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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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 n（%）]

例数

发热

腹泻

皮疹

总发生

实验组

51

1（1.96）

1（1.96）

1（1.96）

3（5.88）

对照组

51

0

0

1（1.96）

1（1.96）

组别

χ2值

0.260

P值

0.610

临床主要采用蓝光照射治疗，但效果不佳。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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