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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血氧饱和度联合体格检查
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早期筛查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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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东莞广济医院儿科，广东东莞 523000；2. 广东省东莞广济医院产科，广东东莞 5230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联合体格检查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CHD）早期筛查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东莞广济医院新生儿科接生的 762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于入
选对象出生 24 h 后给予脉搏 SpO2 监测，并于出生后 3 d 内由本科室医生及新生儿心血管专科医生对其开展
体格检查，结合其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作为最终诊断，评估新生儿脉搏 SpO2 联合体格检查筛查 CHD 的
诊断效能。 结果 以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联合筛查诊断符合率为 98.69%，高于脉搏 SpO2、体
格检查的 91.08%、86.88%（P < 0.05）。与脉搏 SpO2、体格检查单独筛查比较，联合筛查灵敏度、特异度较
高（P < 0.05）。 结论 采用脉搏 SpO2 联合体格检查可在早期 CHD 筛查中发挥理想的诊断效能，为临床新生
儿 CHD 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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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pulse oxygen saturation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early screening of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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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ulse oxygen saturation (SpO 2)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the early screening of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A total of 762 normal
neonates delive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of Dongguan Guangji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Pulse SpO 2 was monitored 24 hours after birth,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in 3 days after birth by physicians and neonatal cardiovascular specialist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neonatal
pulse SpO 2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for CHD was evalu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ults of cardiac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as the final diagnosis. Results The diagnostic coincidence rate of combined screening was
98.69%,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ulse SpO 2 (91.08%)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86.88%) (P < 0.05). Compared
with pulse SpO2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alone, combined screening had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P < 0.05).
Conclusion Pulse SpO2 combined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can play an ideal diagnostic role in early CHD screening,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onatal CHD.
[Key words] Newborn; Pulse oxygen satur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先 天 性 心 脏 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

上说法可见，体格检查、脉搏 SpO 2 监测分别从体表

属于临床常见的一种出生缺陷，该病的形成与胎儿

征 象、血 氧 含 量 两 个 角 度 入 手 对 CHD 进 行 诊 断，

时期的心脏血管发育异常有关 [1-2]。针对 CHD 的体

整合以上结果能够为临床筛查提供较全面的参考

格检查虽能够通过心脏听诊、触诊等方式评估新生

依据 [3-5]。现就体格检查、脉搏 SpO2 监测在新生儿

儿心功能并基于特异性征象做出 CHD 诊断，但容

CHD 早期筛查中的价值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 CHD

易因新生儿心脏杂音及医师经验影响诊断准确性。

筛查提供建议。

脉搏血氧饱和度（oxygen saturation，SpO 2）监测虽

1 资料与方法

能够量化新生儿血液中氧气含量而评估其心功能，

1.1 一般资料

但引起脉搏改变的生理性变化并不明显。综合以

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东莞广济医院

[ 基金项目 ] 2021 年广东省东莞市社会发展科技面上项目

新生儿科接生的 762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女
364 例，
男 398 例；胎龄 35~42 周，
平均（39.46±2.05）周；

（2021180090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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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体重 3~4 kg，平均（3.57±0.31）kg；613 例为

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足月产儿，149 例胎龄不足 37 周。已取得 762 例新

2 结果

生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

2.1 脉搏SpO2、体格检查单独及联合检出情况

研究在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后开展。纳入标准：

脉搏 SpO2 共检出 138 例阳性，624 例阴性；体

研究时间内在东莞广济医院出生的正常新生儿，胎

格检查共检出 166 例阳性，596 例阴性；联合筛查共

龄≥ 32 周，出生时体重≥ 1.5 kg。排除标准：①产

检出 106 例阳性，656 例阴性。见表 1。

前已确诊 CHD；②正在进行吸氧治疗者；③近期曾
服用过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等影响心率的药物。
1.2 方法
于入选对象出生 24 h 后给予脉搏 SpO2 监测，
并于出生后 3 d 内由本科室医生及新生儿心血管专
科医生对其开展体格检查，结合其心脏多普勒超声
检查结果作为最终诊断。（1）脉搏 SpO2 监测过程：
采用脉搏血氧仪（湖南医翼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湘械

表1
检查方法

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

合计

阳性

阴性

阳性

87

51

138

阴性

17

607

624

阳性

85

81

166

阴性

19

577

596

脉搏SpO2

体格检查

注准 20202071094，型号：JK-50B）进行筛查，测量
位置包括右手（导管前）及任一只脚（导管后），同时

脉搏SpO2、体格检查单独及联合检出情况（例）

联合筛查

或轮流对以上部位脉搏 SpO2 进行监测，各部位监测

阳性

100

6

106

时间≥ 10 min。（2）体格检查过程：确认受检新生

阴性

4

652

656

104

658

762

儿体温、血糖值稳定且处于安静熟睡状态后进行，依

合计

次检查新生儿肤色、毛细血管充盈度、呼吸模式和频
率，接着对其心脏和肺部施以听诊，最后触诊其股动

2.2 脉搏SpO2、体格检查单独及联合诊断效能比较

脉搏动。（3）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采用彩色多普

联合筛查的诊断符合率、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于

勒超声诊断仪（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粤械注

脉搏 SpO2、体格检查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准 20212060842，型号：N21）进行检查。符合以下

（P < 0.05）。见表 2。

情况者不纳入最终诊断范围：①不同程度的瓣膜反
流；②各种原因引起的肺动脉高压；③仅有卵圆孔

表2

未闭。

检查方式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脉搏SpO2 91.08（694/762） 83.65（87/104） 92.25（607/658）

脉搏SpO2、体格检查单独及联合诊断效能比较 [%（n/N）]
诊断符合率

灵敏度

特异度

a

a

a

a

a

a

以入选对象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作为最终

体格检查 86.88（662/762） 81.73（85/104） 87.69（577/658）

诊断，评估新生儿脉搏 SpO2 联合体格检查筛查 CHD

联合筛查 98.69（752/762） 96.15（100/104） 99.09（652/658）

的诊断符合率、
灵敏度、
特异度。灵敏度 = 真阳性 /（真

注

与联合筛查比较，aP < 0.05

阳 性 + 假 阴 性）×100%，特 异 度 = 真 阴 性 /（假阳
性 + 真阴性）×100%，诊断符合率 =（真阳性 + 真阴
性）/（真阳性 + 假阳性 + 假阴性 + 真阴性）×100%。

3 讨论
CHD 发病率近年来正不断增加，考虑到 CHD

①脉搏 SpO2 监测阳性标准（满足任意一项即为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除了积极探讨预防方法以外，更

阳性）：以 95% 为脉搏 SpO2 临界值。任一肢体脉搏

重要的是尽早控制病情进展，而合理运用 CHD 早期

SpO2 监测值 <90%；上下肢 3 次（监测时间间隔 1 h）

筛查手段是明确病情变化的关键。

脉搏 SpO2 监测值均为 90%~94%；3 次测量中（监测

体格检查是目前 CHD 早期筛查方法中操作流

时间间隔 1 h），上下肢脉搏 SpO2 监测值相差 >3%。

程较简单的一种，医生可基于患儿家族 CHD 病史、

②体格检查阳性标准：若新生儿存在心脏杂音、呼

呼吸频率、股动脉搏动触诊等方法做出初步诊断。

吸急促或股动脉搏动减弱则视为阳性。

大部分 CHD 患儿虽能够经体格检查明确闻及心前

1.4 统计学方法

区心脏杂音，但鉴于新生儿出生后几日内的循环系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量

统仍处于急剧调试阶段，多数心脏杂音实际上为生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各类型 CHD 构
成比、诊断符合率等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进行 χ2 检

理性杂音；此外，心室功能减退性病变中晚期心间
压差较小，与之紧密对应的血液分流量或难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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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变化，表现为非典型心脏杂音或基本无法闻及
心脏杂音，最终影响体格检查诊断 CHD 的效果

[6-8]

。

脉搏 SpO2 监测能够弥补体格检查在量化心血管血

[2] 闫景彬，闫秀梅，杨建享，等 . 产前Ⅲ级超声检测用于孕
中期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的临床价值 [J]. 中华全科
医学，2020，18（8）：1344-1347.

氧缺失程度上的不足。据相关研究指出 [9-10]，新生

[3] 张笃飞，陈仁伟，莫泽来，等 . 心脏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

儿脉搏 SpO2<95% 或上下肢脉搏 SpO2 差值 >3% 表

饱和度筛查海南省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价值 [J]. 中

示其体内存在缺氧或血液异常分流迹象。脉搏 SpO2

国妇幼保健，2022，37（4）：724-727.

监测所体现的血液分流量、血氧传输情况等客观数
据能够协助临床全面了解 CHD 患儿心血管功能异
常改变情况。

[4] 刘文俊 . 先天性心脏病术后脑组织氧饱和度与其预后
的相关性研究 [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18.
[5] 张笃飞，陈仁伟，莫泽来，等 . 心脏听诊及经皮脉搏血氧

将以上两种检查方式相结合，能够分别从新生
儿体表征象、心血管血氧代谢情况等多个角度入手
对 CHD 进行全面诊断。CHD 所引发的室间隔左右
相通会导致血液沿相通方向分流，而分流方向及分
流量多取决于缺损部位面积及累计心室的压力差；

饱和度筛查海南省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J]. 岭南心血
管病杂志，2021，27（6）：713-718.
[6] 王艳 . 四项指标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中的应用
价值 [D]. 镇江：江苏大学，2019.
[7] 董媛，张坚，李瑞真，等 . 心脏杂音联合经皮血氧饱和度

随着左右心室相通所致血液分流量的不断增加、心

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J]. 河北医

室容量负荷的持续加重，心室血流动力学会逐渐呈

药，2021，43（16）：2459-2462.

现出特异性改变

[11-13]

。对以上病理性变化的进展

[8] 云蕾，安艳斌 . 经皮血氧饱和度结合心脏杂音在新生儿

过程进行监测，有助于形成 CHD 诊断分析结果。本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中的意义 [J].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筛查的诊断效能优于单行脉搏

2020，48（4）：488-491.

SpO2、体格检查，提示脉搏 SpO2 联合体格检查在新

[9] 殷剑松，薛梅，王晶，等 . 血氧饱和度联合听诊杂音监测

生儿 CHD 早期筛查中效果显著，合理应用该检查

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价值 [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方法对提升临床 CHD 诊断效率有重要意义。联合

2020，24（3）：78-80.

分析脉搏 SpO2、体格检查结果，可从新生儿的外在
表现及心血管系统微循环情况等两个方面综合进行
CHD 诊断

[14-15]

[10] 陈海山 . 基层医院中筛查先天性心脏病模式的准确性
研究 [D]. 广州：暨南大学，2020.

。脉搏 SpO2 能够呈现左心室血液循

[11] 陈长地 .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经导管介入治

环的异常程度，以心脏为中心呈现该器官即刻变化

疗与外科手术治疗的对比分析 [J]. 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细节。CHD 所致血氧含量下降、氧供不足等心血管

（学术版），2020，10（7）：35-37.

病变经脉搏 SpO2 检测可获得直观呈现，在此基础上

[12] 刘洪涛 . 超声心动图评价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液透

联合体格检查可明确心脏病变对机体整体功能的影

析前后右心室功能 [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18.

响，结合客观数据便于临床确定 CHD 新生儿所呈现

[13] 陈望，何晓东，张鹏，等 . 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

出的特异性变化，进而与其他心血管疾病作出鉴别，

析患者骨转化及心室结构的影响 [J]. 医学研究杂志，

弱化杂音的影响。

2018，47（1）：134-138.

综上所述，采用脉搏 SpO2 联合体格检查可在早
期 CHD 筛查中发挥理想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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