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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式护理（ ＫＣ） 最早始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时

ＨＲ 已经发生了 ４ ～ ６ 次低于 ８５ ｂｐｍ 的迟缓情况，不应进行

一台暖箱里面放 ２ 名甚至更多的婴儿，增加了感染率；同

恶化 ［４］ 。 ＨＲ 迟缓伴随着低氧血症（ 吸氧时 ＳａＯ２ ≤８５％，吸

早产儿的死亡率高达 ７０％

［１］

，缺乏暖箱是其原因之一。 同

时，母婴分离状态也使得很多早产儿被放弃治疗。 研究者
发现将婴儿放到母亲裸露的皮肤上进行大面积的皮肤接
触，不仅可以提高早产儿的生存率，还可以促进其生长发
育 ［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该研究结果得以广泛传播，很多
ＮＩＣＵ 纷纷开展了 ＫＣ。

ＫＣ，婴儿情况不稳定，ＫＣ 期间可能会使得婴儿情况进一步
空气时 ＳａＯ２ ≤８８％） ，则不应该进行 ＫＣ ［５］ 。

１．１．２

呼吸的评估

婴儿安静状态下呼吸频率在正常范

围内，很少有吸凹，可以进行 ＫＣ。 在做 ＫＣ 前 ２４ ｈ 内发生
周期性 呼 吸， 有 ≥ ３ 次 的 呼 吸 暂 停 ≥ ４ ｓ， 或 呼 吸 频 率
＜２０ ｂｐｍ，要在开始 ＫＣ 后的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内严密监测患儿的

ＫＣ 在中国 ＮＩＣＵ 也已陆续开展，尽管医护人员知道

情况。 有呼吸暂停存在时，呼吸暂停时间＜ １０ ｓ，或呼吸暂

开展，与缺乏医疗机构领导层的支持、护士临床工作负荷

ＫＣ。 自行恢复的呼吸暂停，呼吸暂停 １０ ～ ２０ ｓ，可以尝试进

ＫＣ 有很多益处，但是很多 ＮＩＣＵ 的医护人员并没有积极地
重、缺少相关培训和实施准则有关 ［３］ ，也与对需要机械通
气、有脐动静脉置管或者其他支持治疗的高危儿是否应该

停次数较少（ 每小时≤３ 次，而且能自行恢复） ，可以进行
行 ３０ ｍｉｎ 的 ＫＣ。 呼吸暂停＞２０ ｓ，或呼吸暂停需要触觉刺
激甚至更强烈的刺激（ 如需要正压通气） 才能恢复，应该停

开展 ＫＣ 存在很多的争议有关。 中国新生儿医护人员对于

止 ＫＣ。 呼吸暂停伴随低氧血症（ 吸入空气时 ＳａＯ２ ＜ ８８％，

范。 本文就新生儿 ＫＣ 的评估、流程和监测进行详细介绍

１．１．３

ＫＣ 评估和操作的要求有待明确，更需要具体的准则加以规
和说明。
１

开展 ＫＣ 前的评估

吸入氧气时 ＳａＯ２ ＜８５％） 和 ／ 或肤色改变时，应停止 ＫＣ ［４］ 。
ＳａＯ２ 水平的评估

吸入空气时，婴儿平静状态下

ＳａＯ２ ＞８８％时，可以进行 ＫＣ。

对于吸入空气的婴儿，如果每小时发生 ＜ ３ 次 ＳａＯ２ ＜

８８％，而且是瞬间发生的、自限性的，可以在严密监测下进

开展 ＫＣ 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监测呼吸暂停、心率

行 ＫＣ；ＳａＯ２ ＜８８％时间≥６ ｓ，或者需要刺激才能恢复，或者

持也需要评估。 本文从婴儿、父母和机构三个方面进行 ＫＣ

对于吸入氧气的婴儿，平静状态下 ＳａＯ２ ≥８５％ 时可以

（ ＨＲ） 迟缓、低体温的发生以及母亲的满意度。 机构是否支

发生频率为每小时≥４ 次时，应该停止 ＫＣ。

准备度的评估（ 表 １） 。

ＫＣ，但 ＳａＯ２ ＜ ８５％， 则 应 停 止 ＫＣ。 婴 儿 有 慢 性 肺 病 或 者

１．１．１

ＫＣ，注意防止因为 ＫＣ 期间体温增高引起的低氧血症，尤其

１．１

婴儿的准备度评估
ＨＲ 的评估

婴儿的皮肤充盈良好，ＨＲ 在正常范围

内，ＫＣ 是可以进行的。 在安静状态下婴儿 ＨＲ 超过基础

ＨＲ 的 １ ／ ３，可暂时不做 ＫＣ，可能存在感染等风险；如 ＨＲ
过快是 因 烦 躁 引 起 的， ＫＣ 是 可 以 进 行 的， 但 ＫＣ 开 始 的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应加强观察，如果 ＨＲ 恢复到基线情况，可以继
续 ＫＣ，如果 ＨＲ 持续过快，应停止 ＫＣ。

另一种需要评估的情况是 ＨＲ 迟缓，每个医疗机构对

于 ＨＲ 报 警 范 围 不 一 致， 通 常 设 定 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次 ／ 分 钟
（ ｂｐｍ） ，婴儿的 ＨＲ 在 ８５ ～ １００ ｂｐｍ，５ ｓ 以内就能恢复至基
线值，在严密的监测下可以进行 ＫＣ。 在做 ＫＣ 之前 ２４ ｈ 内
基金项目
作者单位
通讯作者

ＳａＯ２ 不稳定，但能自行恢复的，可以尝试在严密监护下进行
是在 ＫＣ 开始后的前 ２ ｈ 容易发生。 开始 ＫＣ 前的 １２ ｈ 内
ＳａＯ２ ＜８０％，应停止 ＫＣ，因为在后续 ＫＣ 期间极有可能会发
生更严重的 ＳａＯ２ 下降 ［４，６］ 。

１．１．４

体温的评估

在中性温度环境下婴儿的体温正常，

可以 ＫＣ。 婴儿低体温， 虽然可以进行 ＫＣ， 但应每 ５ ～ １５

ｍｉｎ 监测一次体温，要确保体温能恢复到 ３６．５℃ ～ ３７．５℃ 。
体温过高，不应进行 ＫＣ，因为即使只进行 １０ ｍｉｎ 的 ＫＣ 也
会导致婴儿发热 ［７］ 。 早产儿 ＫＣ 时较暖箱体温恢复快 ［８］ 。

１．１．５

活动度情况

婴儿具备了相应孕周的活动度，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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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评估参数
生命体征

在正常范围内，稳定

体温

正常

ＨＲ 增快
ＨＲ 迟缓
呼吸暂停

·６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１４ 卷第 １ 期
评估开展 ＫＣ 的准备度情况

可以开展 ＫＣ

超过正常范围

暂时不能开展 ＫＣ

高体温

无；因为感觉不舒适的哭闹而 ＨＲ 增快，严密监测下可
进行 ＫＣ

休息状态 ＨＲ 高于正常值范围

无；ＨＲ 下降至 ８５ ～ １００ ｂｐｍ，并能很快恢复，每小时发生

ＨＲ＜８５ ｂｐｍ，需要刺激才能恢复到正常 ＨＲ 范围；每小

无；呼吸暂停＜１０ ｓ 可以尝试给予 ＫＣ，但要严密监测；呼

吸氧，任何形式的 ＳａＯ ２ ＜８５％；吸空气，任何形式的 ＳａＯ ２

＜３ 次

吸暂停每小时≤３ 次，能自行恢复，不伴有低氧血症

时发生≥４ 次 ＨＲ ８５ ～ １００ ｂｐｍ

＜８８％；或任何呼吸暂停＞１０ ｓ 需要刺激的

吸氧时 ＳａＯ ２ ＜８５％，或者吸空气时 ＳａＯ ２ ＜８８％；需要刺激

低血氧

无；ＳａＯ ２ ≥８５％能自行恢复

耐受各种照护

护理时生理指标变化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导管情况

没有导管；或 ＰＩＶ 和 ＰＩＣＣ 导管固定很好且畅通

任何不稳定的导管；动脉导管、脐动脉导管和胸腔引流

血压

临床可接受的血压范围，稳定

不稳定、低血压、高血压或正在使用血管升压药物

无；吸入空气；通过头罩给氧，鼻导管吸氧＜ ５０％，ＮＣＰＡＰ

吸入氧气＜ ５０％；机械通气稳定 （ 头罩 给氧， 可以在 ＫＣ

需要频繁更改呼吸机参数才能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机械

时换成鼻导管）

通气的第 １ 个 ２４ ｈ 内；高频通气

血气

临床可接受的范围

血气不稳定、血气值不在临床可接受范围

感染

无；没有感染体征；静脉使用抗生素但是临床稳定

出现了感染的征象，存在败血症

呼吸支持

恢复 ＳａＯ ２ 至吸氧或吸空气状态的正常范围
生理指标变化不在正常范围内
管

总血浆胆红素正常且稳定；总血浆胆红素没有在危险区

光疗

域，且使用光疗毯时可以进行 ＫＣ

有 ＫＣ 的知识，又能理解 ＫＣ 重要性；需要 ＫＣ 的机会；能
父母准备

够正确使用家属服；至少能坐 ６０ ｍｉｎ；没有上呼吸道感
染、发热、皮疹等疾病状态；个人卫生好；愿意将宝宝放
在裸露的前胸

护理准备
环境
机构支持
注

能够意识到 ＫＣ 对于婴儿和家庭的重要性；接受过 ＫＣ

使用双光或者三光治疗；有换血指征
拥抱患儿时害怕 ／ 焦虑；没有意识到 ＫＣ 的重要性；母亲

不想取下胸罩；ＫＣ 实施者抽烟，需要先淋浴再开始 ＫＣ，
在 ＫＣ 过程中禁止吸烟

培训；有意愿辅助家长 ＫＣ；在 ＫＣ 早期有充分的时间陪

呼吸机患儿没有其他护士帮忙

有椅子 ／ 躺椅 ／ 屏风；周边非医疗抢救环境

无椅子 ／ 躺椅 ／ 屏风；周边处于医疗抢救环境

伴 ＫＣ 父母

极力倡导并制定相应制度和考核来促进 ＫＣ 开展；对医
护进行 ＫＣ 教育培训

机构不支持、且没开展医护 ＫＣ 培训状态

ＨＲ 迟缓：临床定义为＜８５ ｂｐｍ；低血氧：定义为吸空气时血氧饱和度＜８８％，吸氧时＜８５％；ＰＩＶ：外周静脉；ＰＩＣＣ：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

刺激有正常的反应，肌张力正常，可以进行 ＫＣ。 婴儿表现

意愿时，是想做 ＫＣ 的信号；父母想抱宝宝，但是又不想有

度的改变可能预示着发生感染等，如果伴随有呼吸暂停时

抱着包裹好的宝宝益处要多；父母需要做 ＫＣ，同时条件又

萎靡、嗜睡或者反应下降、肌张力减退，不应进行 ＫＣ，活动
应该停止 ＫＣ。

１．２

１．２．１

符合，可以及早开展 ＫＣ。

对父母的准备度评估
评估父母的意愿

皮肤与皮肤的接触时，医护人员应该积极鼓励，因为这远比

ＫＣ 是非常紧密接触的形式，很

多母亲可能感觉实施有困难

［９］

。 父母亲对于新生早产儿

的感情起点是不一样的。 父亲对于早产儿的出生感觉很惊

１．２．３

评估父母的情感意愿

父母看上去情感方面没有

做好准备，比如看上去不想与宝宝亲近、躲避、不感兴趣、哭
泣 ／ 悲伤、不肯触摸宝宝、不想了解宝宝的情况、不愿意抱宝
宝、不能很好地融入、不愿意沟通、仅仅是短暂地看一眼宝

讶，但是能够很快地投入到做 ＫＣ 中，母亲可能会对早产感

宝或者偶尔探视一次等，经常表达无助、没有希望和内疚，

ＫＣ 前评估父母的情感意愿、意图，可以帮助婴儿和父母更

疚，使得父母有种被授权的感觉，促进母亲对于早产的接

到失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分娩早产儿的事实

［１０］

。 在

建议更应该鼓励父母做 ＫＣ，因为 ＫＣ 可以帮助父母克服内

好地体会 ＫＣ，从而能够正向而积极地开展 ＫＣ。

受，促进母婴的联系，更好地促进父母婴儿的互动模式。 对

护人员鼓励。 爸爸完全可以做 ＫＣ。 必须要给父母足够的

后，会减少因为前一胎死产而导致的内疚和悲伤 ［１１］ 。

１．２．２

及时获取父母想做 ＫＣ 的信号

父母做 ＫＣ 需要医

做 ＫＣ 的相关信息，做到知情同意。 父母表达想抱宝宝的

于有死产史的母亲也 应 该 鼓 励 其 进 行 ＫＣ， 母 亲 进 行 ＫＣ
１．２．４

评估母亲的喂养意图

母亲想提供母乳，应立即鼓

·６６·

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

励母亲开始 ＫＣ，而且尽可能多地做 ＫＣ。 每天至少 ２０ ｍｉｎ

２．２

亲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１２］ 。 母亲不愿意母乳喂养，也要鼓励

亲。 注意抱的时候，婴儿的上下肢都应该维持中线并被包

其进行 ＫＣ，因为在 ＫＣ 的时候可以产生很多生理和情感效

裹。 主要根据父母是否舒适以及父母是否可以自行坐下和

１．２．５

位交接步骤详见表 ２ ［２２］ 。 ③将婴儿直立放置于母亲的前

的 ＫＣ 可有效促进母乳喂养，开展 ＫＣ 的同时，需要强调母

应

［１３］

，会使母亲重新建立母乳喂养的信心。
评估父母亲健康程度

因为早产儿免疫功能不成

熟，ＫＣ 之前评估母亲的健康是必须的。 如果母亲有上呼吸

进行 ＫＣ 时的交接

①站位交接：母亲站在暖箱旁边

接受婴儿；坐位交接：母亲坐在躺椅上，护士将婴儿抱给母

站起选择交接方式 ［２１］ ；②机械通气婴儿 ＫＣ 时的站位或坐
胸、双乳之间或者单侧乳房上 ［２０］ ；④将毯子从婴儿的后背

道感染、发热、流感或皮疹，不应进行 ＫＣ ［１４］ 。 对于吸烟的

包绕，婴儿体重≤２ ０００ ｇ 需要将毯子折成 ４ 层，＞２ ０００ ｇ 可

，鼓励母亲

的毯子，即可防止周围的气流进入婴儿的毯子里，也可以防

母亲，ＫＣ 也是可以进行的，母亲需要知道烟味会持续留在
身体上，早产儿是可以察觉到她身上的烟味

［１５］

在 ＫＣ 之前淋浴去掉身上的烟味，或等 ＫＣ 完成后再吸烟。

１．３

对机构的准备度评估

机构的准备度评估包括了物

质、人员和教育资源的评估。

１．３．１

物质资源的评估

１．３．２

人力资源的评估

包括是否有空间、躺椅和屏风

以将毯子折成 ２ 层。 ⑤将母亲的长袍包住婴儿及其后背上
止婴儿滑落。
２．３

ＫＣ 时的体位

①婴儿放置的时候应该与母亲前胸对

前胸，直立或者倾斜 ３０° ～ ４０°，图 １Ａ 是直立位，图 １Ｂ 是倾
斜位，腿和手臂应处于屈曲姿势；②保持婴儿的头和颈部处

等，长袍，折成 ４ 层的毯子，婴儿帽子。

于鼻吸气的位置，防止气道阻塞；③可以给父母一个小镜

≥５ 年工作经验的护士做 ＫＣ

母 ＫＣ 时的舒适度，考虑体位和其他方面的需求 ［２１］ 。

①护士有无足够的经验：应由有
［１６］

。 应该经过至少 １ 天 ＫＣ

子，尽可能让父母从镜子里观察宝宝的脸和表情；④评估父

的专业培训。 在美国由 ＫＣ 培训师到病房提供教育，并进

２．４

参加 １ 次 ＫＣ 相关的学术交流会议，经过培训获得 ＫＣ 国际

后 １５ ｍｉｎ 是非常必要的，ＫＣ 期间的各项指标监测可根据

行手把手的指导。 应该进行 ＫＣ 相关的继续教育，每 ２ 年
协作网的证书

［１７］

。 ②护士对于 ＫＣ 有无足够的经验：有些

护士比较排斥 ＫＣ，因为其对 ＫＣ 还没熟练掌握。 ＫＣ 专业

如何进行 ＫＣ 的监测

ＫＣ 前、中和之后，要进行体温、

呼吸、ＨＲ 和 ＳａＯ２ 监测，其中 ＫＣ 开始后 １５ ｍｉｎ 和 ＫＣ 结束
各医院的护理常规实施。 同时还要监测和记录 ＫＣ 期间婴
儿的异常表现 ［２０］ 。

护士需要接受指导并反复练习至少 ２ ～ ３ 次才能够开 展

２．５

完成 ［１６］ 。 ④有无来自产科、新生儿科、护理管理部门和新

让婴儿可以完成 １ 个睡眠周期，从 ＫＣ 中有更多地受益。

ＫＣ ［１６］ 。 ③有无足够的护理人力：做 ＫＣ 时常需 ２ 个人合作
生儿护理专家的支持：管理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并给
予支持
１．３．３

［１８］

。

教育资源的评估

在开展 ＫＣ 之前就应该准备好为

ＫＣ 时注意的问题

①鼓励父母穿着宽松的、前面解

开的衬衫或者罩衫；②开始做 ＫＣ 的时候 １ 次至少做 １ ｈ，
之后可以考虑逐渐增加到每天 ２４ ｈ、每周 ７ 天的 ＫＣ；③进
行 ＫＣ 时尽可能不要受到干扰，除非非常必要的护理或者
医疗操作；④ＫＣ 期间婴儿睡着后应该尽可能维持睡眠，时

专业人员、父母提供视频、手册、继续教育的 ＫＣ 课程，并且

间越长越好；⑤ＫＣ 期间可以经口或胃管进行喂养；⑥ＫＣ 的

。 ＫＣ 的手册包括早产儿 ＫＣ 的所有必要的信

远红外；⑧ＫＣ 之后让母亲泵奶，因为 ＫＣ 可以促进乳汁的

保证这些资源很容易获得。 ＫＣ 要成功实施，人员需要经过

父母可以每天给宝宝皮肤清洁；⑦ＫＣ 期间不关闭暖箱或者

息，工作人员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发给婴儿的父

分泌 ［２０］ 。

认真培训

［１９］

母，并且不收取家长任何费用 ［１７］ ，在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做
ＫＣ 的专业人士应该很容易获得这些资源。
２
２．１

临床进行 ＫＣ 的流程
ＫＣ 前的准备

①教育父母，可以给父母提供手册、视

频，至少要进行 １ ｈ 面对面的 ＫＣ 教育；②获得父母进行 ＫＣ

２．６

对家庭的教育

①教育家庭关于皮肤⁃皮肤接触的基

本原理；②提供 ＫＣ 相关信息的手册；③告知父母在交接婴
儿过程中婴儿的生命体征可能发生变化，但在 ＫＣ 期间会
恢复到基线。 如果生命体征不能恢复，可能意味着婴儿不
能耐受 ＫＣ，需要放弃 ＫＣ，放回暖箱 ［２１］ 。

的知情同意；③固定好导管和管道，防止 ＫＣ 时导管滑脱；

３

⑤在暖箱旁边准备卧椅（ 或轻微的摇椅） 和私人屏风； ⑥婴

在 ＫＣ 开始时，生命体征的监测应该频繁，因为婴儿对于交

④把后面可 能 影 响 或 中 断 ＫＣ 的 操 作 尽 可 能 提 前 完 成；
儿体重≤１ ０００ ｇ，或者生后 １ ｈ 内，应该穿好尿布，戴好帽
子；⑦婴儿体重＞１ ０００ ｇ，生后 １ ｈ 以上，穿好尿布，根据情
况选择是 否 戴 帽 子， 要 注 意 避 免 婴 儿 体 温 过 高； ⑧ 监 测

ＨＲ、呼吸频率、ＳａＯ２ 和体温，并且在实施前和实施后 １５ ｍｉｎ
评估疼痛

［２０， ２１］

。

３．１

ＫＣ 期间的监测和记录
理想的 ＫＣ 时间≥６０ ｍｉｎ，期间应该对母婴进行监护。

接和 ＫＣ 的适应需要 ５ ～ １５ ｍｉｎ 才能完成 ［２３］ 。 在开始 ＫＣ
后 １５ ｍｉｎ 内，每 ５ ｍｉｎ 监测婴儿的 ＨＲ、呼吸频率、ＳａＯ２ 和体
温，最好是从床旁监护仪上进行数值的观察和采集。 之后
的监测数据可以每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一次，要注意在皮肤接触的
第 ２ 个或第 ３ 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里婴儿可能会发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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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婴儿 ＫＣ 的步骤

交接前：

（１） 记录呼吸机通气模式、吸气峰压、呼吸末压力、吸入氧气浓度、ＨＲ、呼吸频率、ＳａＯ ２ 和体温；（ ２） 放置婴儿于仰卧位，注意婴儿对于更
换体位的耐受情况；（３） 听诊胸部呼吸音，必要时给予气管插管内吸痰，检查气管插管的固定是否牢固，引流呼吸机管道内的水；（ ４） 更
换尿布，给婴儿戴帽子，在婴儿身下放置折好的毯子；（５） 所有的生理参数恢复到操作之前的基线，才开始考虑进行 ＫＣ；（ ６） 在暖箱边上
或者辐射床边上放置好 ＫＣ 的躺椅。

如果母亲感到舒适，站位交接，如果母亲不舒适，坐位交接。
站位交接：

（１） 母亲站到暖箱边上；（２） 整理好所有的导线；（３） 另 １ 名注册护师（ ＲＮ） 或者呼吸治疗师（ ＲＴ） 分离呼吸机管道和患儿；（ ４） 母亲用手
端举着毯子，并把婴儿放到前胸；（５） 母亲向后退到椅子上并坐下；（ ６） 连接呼吸机管道，把管道松松地从母亲的肩膀绕过去，保证婴儿
转头时没有脱管的危险；（７） 调整毯子，保证婴儿全腹皮肤与母亲前胸接触，婴儿后背覆盖毯子；（８） 婴儿的肢体处于屈曲位置；（ ９） 患儿
头部 ／ 颈部保持轻微嗅东西的体位，保持气道通畅；（１０） 听诊呼吸音；（１１） 将母亲的外套或衬衣包绕患儿；（１２） 辅助妈妈舒适的姿势 ／ 体
位，双脚抬起，防止静脉血栓；（１３） 每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监测和记录生命体征、呼吸机参数；（１４） 鼓励 ＫＣ 至少 １ ｈ；（１５） 把暖箱调整为箱温控制
模式。

坐位交接：

（１） 母亲坐在隔壁的椅子上，靠近暖箱； （２） 整理并调整各种导线；（３） 另 １ 名 ＲＮ 或者 ＲＴ 帮助分离呼吸机管道；（ ４） ＲＮ 帮助将毯子绕
过婴儿的胸部，包绕患儿，保证转换过程中的生理指标变化最小； （５） ＲＮ 把手放在毯子下面，举起，并把患儿放到母亲前胸；（ ６） 重新接
回呼吸机，管道从母亲肩膀松松绕过；（７） 调整毯子保证婴儿腹部完整贴合母亲的胸部，婴儿后背覆盖毯子；（８） 婴儿四肢屈曲；（ ９） 头颈
保持轻微嗅东西的体位，保持气道开放；（１０） 听诊呼吸音；（１１） 将母亲的外套或衬衣包绕患儿； （ １２） 辅助妈妈舒适的姿势 ／ 体位，双脚

抬起，防止静脉血栓； （１３） 每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监测和记录生命体征、呼吸机参数； （１４） 鼓励 ＫＣ 至少 １ ｈ； （１５） 把暖箱调整为箱温控制模式。
站位放回：（１） 辅助妈妈移到椅子前面；（２） 撤离呼吸机管道；（ ３） 辅助母亲站起来，确保管道安全；（ ４） ＲＮ 帮助母亲放置婴儿于暖箱内
仰卧位，ＲＮ 稳住气管插管（ ＥＴＴ） 和导线；（５） 接回呼吸机管道，调整婴儿体位；（６） 评估呼吸音，确定 ＥＴＴ 位置正确；（７） 调整暖箱回肤温
控制模式；（８） 监测婴儿生命体征，直至恢复到 ＫＣ 前基线值。
坐位放回：

（１） 放置躺椅直立位，移走脚凳；（２） 分离呼吸机管道；（３） ＲＮ 举着婴儿、毯子和所有导线，把毯子包绕婴儿；（ ４） ＲＮ 把婴儿放回暖箱，仰
卧位；（５） 接回呼吸机管道；（６） 评估呼吸音，确定 ＥＴＴ 位置正常；（７） 调整暖箱回肤温控制模式；（８） 监测婴儿生命体征，直至恢复到 ＫＣ
前基线值。

快结束时，记录将婴儿放回暖箱的方式和时间。 记录婴儿
ＫＣ 的整个过程是否耐受，以及母亲对 ＫＣ 的感受和评论，
记录不良事件，例如呼吸暂停、ＨＲ 迟缓、低血氧和高体温
等。
４

成功实施 ＫＣ 的十大步骤
就像促 进 母 乳 喂 养 的 十 大 成 功 措 施 ［２５］ 一 样， 对 于 ＜

３ 月龄婴儿提供服务和照护的机构都应该做到以下十大

图１
注

ＫＣ 的体位

Ａ：直立位 ＫＣ；Ｂ：倾斜位 ＫＣ

引起一些心血管的反应 ［２４］ 。 对于所有的报警都应该及时
应对。
３．２

每次的 ＫＣ 及全过程都应该记录在婴儿的病历上。

ＫＣ 之前的记录应该包括婴儿的临床稳定情况、生命体征、

ＫＣ 促进措施。 ①管理层应针对危重儿、极低出生体重儿、
相对稳定的新生儿和健康的足月儿，分别建立 ＫＣ 相关规
章制度、指南，保障 ＫＣ 顺利开展，直至出院。 ②医生和护
士都应参加 ＫＣ 培训并应用到各自的工作中。 ③在孕期保
健中普及推广 ＫＣ 的方法和益处。 ④在健康足月婴儿出生

后几分钟内，即应帮助妈妈开始 ＫＣ。 对于剖宫产的婴儿、
早产儿和危重儿，需要根据婴儿的情况，尽早帮助母亲开始

ＳａＯ２ 和在暖箱内的活动情况等，应评估并记录所有的导线、

ＫＣ，应该进行监测，确保婴儿可以耐受这个过程，不会发生

婴儿使用的氧气情况以及给氧的方式、进行 ＫＣ 的交接方

安全（ 保持头部中线位置，没有屈曲或者过伸，并且保证婴

导管和监测探头是否固定牢固、安全，记录父母的满意度、

生理行为的不稳定。 ⑤向母亲示教进行 ＫＣ 的体位，保证

式和准确的开始时间、ＫＣ 时婴儿的体位。 在 ＫＣ 开始后，

儿安全，不会滑落） 。 ⑥允许母亲和婴儿进行每天 ２４ ｈ、每

的浓度和给氧方式，在每次记录生命体征的同时记录婴儿

７ 天ＫＣ，需要每次对婴儿进行至少 １ ｈ 的 ＫＣ。 ⑧ＫＣ 的同

监测的生命体征可以记录在 ＫＣ 记录单上，记录吸入氧气

的活动情况，ＫＣ 时母亲的活动和耐受情况也应记录，在 ＫＣ

周 ７ 天的 ＫＣ，直至出院。 ⑦如果无法进行每天 ２４ ｈ、每周
时要保证婴儿的温暖和舒适。 ⑨ＫＣ 全程注意保暖，使用帽

·６８·

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

子、温暖的毯子。 ⑩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促进 ＫＣ 实施者
进行相互交流学习，直至出院。

开展 ＫＣ 对于新生儿乃至婴儿都有多种益处，在新生

儿医疗技术发展到现今的高水平阶段，应该适时考虑积极
开展 ＫＣ，来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的救治水平，
减少并发症，促进母婴间的联系以及家庭功能的完整。 在
中国要开展 ＫＣ，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需要医院的努力，需
要全体医护人员具备共同的理念，需要临床医护人员反复
的培训，需要教育家属提高其认知水平，需要多方面的宣
传，才能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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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ｂａｂｉｅｓ Ｊ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１ ７ １ １４⁃１８
６ Ｓｍｉｔｈ ＳＬ． Ｈｅａ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ｖｅｒｙ⁃ｌｏｗ⁃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ｍ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３ １２ １ ５４⁃６４
７ Ｌｕｄｉｎｇｔｏｎ⁃Ｈｏｅ ＳＭ Ｎｇｕｙｅｎ Ｎ Ｓｗｉｎｔｈ ＪＹ ｅｔ ａｌ．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ｗａｒｍｔｈ ｉｎ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Ｂｉｏｌ Ｒｅｓ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０ ２ １ ６０⁃７３
８ Ａｃｏｌｅｔ Ｄ Ｓｌｅａｔｈ Ｋ Ｗｈｉｔｅｌａｗ Ａ．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ｋｉｎ⁃ｔｏ⁃ｓｋ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Ａｃｔａ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Ｓｃａｎｄ １９８９ ７８
２ １８９⁃１９３
９ Ｇａｌｅ Ｇ Ｆｒａｎｃｋ Ｌ Ｌｕｎｄ Ｃ． Ｓｋｉｎ⁃ｔｏ⁃ｓｋｉｎ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ｅｔｗ １９９３ １２
６ ４９⁃５７
１０ Ｆｅｇｒａｎ Ｌ Ｈｅｌｓｅｔｈ Ｓ Ｆａｇｅｒｍｏｅｎ Ｍ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
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ａ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８ １７ ６ ８１０⁃
８１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

１１ Ｂｕｒｋｈａｍｍｅｒ Ｍ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ＧＣ Ｃｈｉｕ ＳＨ． Ｇｒｉｅ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４ ３３ ６ ７７４⁃７８２
１２ Ｌａｕ Ｃ Ｈｕｒｓｔ ＮＭ Ｓｍｉｔｈ ＥＯ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Ｊ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 ２００７ ２７ ７ ３９９⁃４０８
１３ Ｍｏｏｒｅ ＥＲ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ＧＣ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ｓｋｉｎ⁃ｔｏ⁃
ｓｋ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６ １１ ＣＤ００３５１９
１４ Ｇｉｌｌ ＧＪ． Ｄｏｎ ｔ ｄｏ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ｒａｓｈ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０６ １０８
５ １２３０⁃１２３２ １３００⁃１３０１
１５ Ｇｏｕｂｅｔ Ｎ Ｓｔｒａｕｓｂａｕｇｈ Ｋ Ｃｈｅｓｎｅｙ Ｊ．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ｂｒｅｅ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ｏｔ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ｏｄｏｒ ｏｎ ｆｕｌｌ ｔｅｒｍ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Ｊ Ｄｅｖ Ｂｅｈａｖ Ｐｅｄｉａｔｒ ２００７ ２８ ３ １８９⁃１９４
１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ＭＣＮ Ａｍ Ｊ Ｍａｔｅｒｎ Ｃｈｉｌｄ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７ ３２ １ ２５⁃２９
１７ ＩＮＫ⁃ＵＳ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１８ Ｂｅｒｇｈ Ａ⁃Ｍ Ａｒｓａｌｏ Ｉ Ｍａｌａｎ ＡＦ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ｅ． Ａｃｔａ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２００５ ９４ ８ １１０２⁃１１０８
１９ ＤｉＭｅｎｎａ 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ｅｔｗ ２００６ ２５ ６ ４０５⁃４１２
２０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ＮＩＣＵ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ＴＮ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７．
ＡＳ ２０９１３７⁃１０． ４０． ｈｔｔｐ ／ ／ ｖｕｍ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ｃ．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ｅｄｕ ／
Ｅ⁃Ｍａｎｕａｌ ／ Ｈｐｏｌｉｃｙ． ｎｓｆ ／ ＡｌｌＤｏｃｓ ／ ６１０８１Ｅ８ＤＡ３０３Ｂ６０．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７
２１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Ｓｋｉｎ⁃ｔｏ⁃Ｓｋ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Ａ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ｏｐ． ｅｄｕ ／ ｃｏｓｕｍｅｒ ／ ｊｓｐ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ｊｓｐ
ｉｄ８１９４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７
２２ Ｌｕｄｉｎｇｔｏｎ⁃Ｈｏｅ ＳＭ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Ｃ Ｓｗｉｎｔｈ Ｊ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ｃ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３ ３２ ５ ５７９⁃５８８
２３ Ｇａｌｅ Ｇ Ｆｒａｎｃｋ Ｌ Ｌｕｎｄ Ｃ． Ｓｋｉｎ⁃ｔｏ⁃ｓｋｉｎ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ｅｔｗ １９９３ １２ ６
４９⁃５７
２４ Ｓｍｉｔｈ ＳＬ． Ｈｅａ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ｖｅｒｙ⁃ｌｏｗ⁃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ｍ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３ １２ １ ５４⁃６４
２５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ｊｏｉｎｔ ＷＨＯ ／ ＵＮＩＣＥ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Ｏｂｓｔｅｔ １９９０ ３１ ｓｕｐｐｌ １ １７１⁃１８３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０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８）
（ 本文编辑：张崇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