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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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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以安徽省某市级妇婴

保健院一年问住院分娩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使用Ａｐｇａｒ评分法对新生儿进行评分，采用自编调查表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１分钟８～１０分者１８７５人（７３．７８％），４～７分４２６人（１６．７７％），
０～３分２４０人（９．４５％）。Ａｐｇａｒ评分１分钟和５分钟评分平均分别为７．６９分±２．２７分、９．０１分±
１．８９分，二者呈高度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ｒ＝Ｏ．８４ｌ，Ｐ＜０．００１）；多因素有序结果的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产妇年龄（（）Ｒ＝１．０４）、产妇职业为农民（（）Ｒ＝２．２２）、产次（（碾＝１．２６）、阴道助产
（ＯＲ＝４．９３）、剖宫产（ＯＲ＝１．９５）、妊娠高血压综合征（０Ｒ＝１．４２）、妊娠期蛋白尿（０尺＝１．４４）、新
生儿性别男性（ｏＲ＝１．２３）、新生儿体重＜２５００ ｇ（低体重，ＬＢｗ）（（）Ｒ＝２．９４）、新生儿先天畸形
（（）Ｒ＝１２ １２）、孕周＜３７周（早产）（ＯＲ＝１．２２）、分娩时并发症（０Ｒ＝５．０４）为危险因素；而产妇学历

年限（勰＝Ｏ．９１）、有产前检查（ｏＲ＝０

４８）、新生儿身长（ｏＲ＝０．８８）、单胎（０Ｒ＝０．５７）为保护因

素。结论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受多种因素影响，应加强社区产妇早期保健，早期发现和控制孕
期高危因素。
【关键词】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妇产科；临床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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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ｇａｒ评分自１９５３年倡用以来，至今仍为国际

公认的在产房中评价新生儿最简捷、最实用的方
法…。Ａｐｇａｒ评分是判断新生儿出生时有无窒息及

基金项目：安徽省２００６年度重点资助项目（０６０２３００６０）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窒息的轻重程度，指导复苏抢救、复苏后治疗及预测

系（张秀军、张泽坤、孙业桓、倪进发）；解放军第一。五医院妇产科

预后的重要临床观察指标。但Ａｐｇａｒ评分易受许多

（李茉）；合肥市妇婴保健院（胡耕励、柬宝莲、方光辉）
通讯作者：孙业桓，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６¨００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因素影响‘２。。为控制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减少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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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期并发症，早期发现和控制孕期高危因素，本研究

时间３７．１９周±２．９６周。

利用安徽省某市级妇婴保健院一年期间的住院产妇

２４８４例产妇共娩出２５４１个胎儿，其中双胞胎

资料，探讨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影响因素，为加强社

５７对，胎儿活产２４６９例（９７．１７％）、死胎３９例

区产妇早期保健提供科学数据。

（１．５３％）、死产１６例（０．６３％）、新生儿死亡１７例
（０．６７％），新生儿出生时体重平均３１１２．５３

对象与方法

４９５．６５

ｇ±

ｇ，出生平均身长４９．８４ ｃｍ±２．１６ ｃｍ。

１．研究对象：选择安徽省某市级妇婴保健院一

２．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１分钟平均

年间住院分娩的产妇，共调查２５７６人，有效问卷为

为７．６９分±２．２７分，Ａｐｇａｒ评分５分钟平均９．０１

２４８４份，有效率为９６．４３％。本文是以１９９９年１月

分±１．８９分。Ａｐｇａｒ评分１分钟８～１０分为１８７５人

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

（７３．７８％），４～７分为４２６（１６．７７％），０～３分２４０

２．研究内容：调查问卷由该院妇产科医生与安
徽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流行病学专家共

（９．４５％）。Ａｐｇａｒ评分１分钟和５分钟评分高度相
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０．８４１，Ｐ＜０．００１）。

同设计，内容包括产妇基本情况，如年龄、婚姻状况、

３．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与产妇部分相关因

学历年限、职业、妊娠期间吸烟、饮酒、成瘾药物服用

素分析：产妇分娩方式为阴道自产、产妇无妊娠高血

史、妊娠前后体重、身高；产妇的产科资料包括孕次、

压综合征、无分娩时并发症的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

产次、流产史、异常妊娠史、产前检查时间、检查次

评分较高，对应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

数、分娩方式、产妇疾病既往史、妊娠疾病、本次妊娠

妇以往无异常妊娠史、孕周为３７～４２周、产妇无全

情况；婴儿产科资料包括性别、体重、身长、Ａｐｇａｒ评

身疾病、无妊娠期浮肿、无妊娠期蛋白尿、无妊娠期

分、胎儿出生状况等。

糖尿病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较好，但对应的组

３．方法及评定标准：调查员为接受过培训的妇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产科医生，使用统一的调查表和规范的调查用语。

４．新生儿部分相关因素与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

在受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用面对面、不记名的

评分：新生儿性别为女性、出生体重为２５００～

调查方式。产科检查结果由该院妇产科医生统一填

３９９９

写；Ａｐｇａｒ评分包括５个方面，即心率、呼吸节律、肌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不同婴儿体重１分

张力、喉反射和皮肤颜色，各个项目０～２分，满分为

钟Ａｐｇａｒ评分采用最小显著差法（ＬＳＤ）两两比较中

１０分。评分时间在出生后１分钟和５分钟进行评

婴儿体重＜２５００ ｇ与２５００～３９９９ ｇ及≥４０００ ｇ差异

定。１分钟评分可判断新生儿有无窒息及其轻重，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而婴儿体重２５００～

０～３分为重度窒息，４～７分为轻度窒息，８～１０分

３９９９ ｇ与≥４０００ 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２９），见

为正常…。

表２。

ｇ、妊娠为单胎、无先天畸形评分较高，对应的

３．０２软件双重录入

５．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影响因素的累积比数

数据并设置逻辑纠错，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本研究以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

处理，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分别采用ｚ检验、ｏｎｅ＿吼ｙ

分为因变量（８～１０分＝１、４～７分＝２、０～３

ＡＮＯＶＡ、Ｙ２检验、累计比数ｋ百ｓｔｉｃ回归等。

分＝３），由于结果变量为有序的等级分类结果，故采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用有序结果的累积比数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为更易看
结

果

１．产妇及新生儿一般情况：２４８４例产妇平均年
龄２５．９４岁±３．１５岁；未婚４人（０．２％），已婚２４４５

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问的关系，故把筛选出变量的
回归系数ｐ；及其９５％ＣＩ转换为０Ｒ。＝ｅｘｐ（＆）及
ＯＲ，９５％Ｃｊ。

人（９８．４％），离婚或分居３２人（１．３％）、情况不明３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双胞胎新生儿１分钟

人（０．１％）；平均学历９．１８年±３．５１年；平均孕次

Ａｐｇａｒ评分取其平均值。以ａ＝０．０５为标准，多因素

１．６４次±０．８９次，平均产次（经产情况）０．９７次±

有序结果的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产妇年龄、产妇职

０．７３次；平均产前检查次数６．３４次±４．２２９次，妊娠

业为农民、产次、阴道助产、剖宫产、妊娠高血压综合

前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０．６２ ｋｇ／ｍ２±２．２０ ｋｇ／ｍ２，分娩

征、妊娠期蛋白尿、新生儿性别男性、新生儿体

前ＢＭＩ ２５．５７ ｋｇ／ｍ２±２．５６ ｋｇ／ｍ２，本次产妇怀孕

重＜２５００ ｇ、先天畸形、孕周＜３７周、分娩时并发症

空堡递塑痘堂苤查！！！！至！旦箜垫鲞箜！塑！塑！』墅型！翌！！！，垒竖堕！！！！！，ｙ丛垫！盟！：！
表１

表２

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与产妇部分相关因素

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与新生儿部分相关因素

为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危险因素；而产妇学
历年限、有产前检查、新生儿身长、单胎为其保护因
素（表３）。
讨

论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是以出生后１分钟内的心

率、呼吸节律、肌张力、喉反射及皮肤颜色５项体征
为依据。其评分的高低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医院妇
产科判断新生儿窒息的严重程度及脑损伤程度的重
要指标。本研究主要对产妇、胎儿以及分娩等多种
因素进行分析，以期筛选出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影
响因素。

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一年内分娩的新生儿
注：。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Ａｐｇａｒ

１分钟评分４～７分为１６．７７％，０～３分为

±堡煎堑堑堂苤查；！！！堡！旦笙！！鲞箜！塑堡！！！』垦盥！！堕！！！！垒！ｇ！！！！！１２ １ｙ盟：垫！堕！：１

９．４５％。按照Ａｐｇａｒ评分标准，说明目前妇产科新

血缺氧性脑病，使窒息进一步加重Ｌ＿川。而足月生产

生儿窒息状况较普遍，与王振西和刘玉旧。研究结果

的胎儿各器官发育成熟，对缺氧耐受力较强，发生新

相符。新生儿窒息是新生儿死亡和儿童伤残的重要

生儿窒息较少，于景龙和胡曼丽哺。研究显示，胎儿身

原因之一，严重影响着新生儿生存质量及今后的成

长随着月份的增加而增长，与胎龄呈正相关，故胎儿

长发育”］，因此早期防治与干预对降低新生儿窒息

身长较长的Ａｐｇａｒ １分钟评分较高。

发生率、儿童伤残率和病死率将有重要意义。
表３

新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多因素累积比数

Ｙ２值

Ｐ值ｏＲ（９５％ａ）

产妇学历年限

Ｏ．０９４

Ｏ．０１３

５３．０７８

０．０００

Ｏ．９１（Ｏ．８９～０．９３）

产妇年龄

０．０４１

Ｏ，０１４

８。４５４

Ｏ．００４

１．０４（１．０１～１．０７）

产妇职业为农民

Ｏ．７９８

０．１１６

４７．０６０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１．７７～２．７９）

产次

Ｏ．２３０

０．０５９

１５．昕２

Ｏ．０００

１．２６（１．１２～１．４１）

一０．７３９

Ｏ．１６５

Ｏ．１３３

Ｏ．０００

０．４８（０．３５～０．６６）

口

有产前检查

岛

度的增加，社会因素的干扰，认为剖宫产快速、安全
等，致使剖宫产率逐年升高旧Ｊ。但剖宫产术并不能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近年来，由于剖宫产术安全性提高，产前监测力

降低新生儿窒息率，反而潜在着许多不安全因素，研
究显示Ｈｊ，在阴道自产、剖宫产、阴道助产几种分娩
方式中，以阴道自产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 １分钟评分最

高。因此，实际操作中根据具体临床指征恰当选择
分娩方式。

阴道助产

１．５９５

０．１３２

１４５．７３６

Ｏ．０００

４．９３（３．踟～６．３９）

剖宫产

Ｏ

６６９

Ｏ．１４４

４１．３６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１．５８～２．４１）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Ｏ．３５４

０．１２１

８．５５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２（１．１２～１．８１）

妊娠期蛋白尿

０．３６６

０．１７３

４．４７８

０．０３４

１．４４（１．０３～２．０３）

业和较好的经济条件，可能更注重孕期保健，加强产

新生儿性别男性

０．２０８

０．０９２

５．１３０

０．０２４

１．２３（１．０３～１．４７）

前检查∞１。本研究显示产妇读书年限、有产前检查、

１．０８０

０．１３２

６．８３８

Ｏ．０００

２．９４（２．刀～３．８２）

新生儿身长

一Ｏ．１２７

０．０２０

８．８５５

Ｏ．０００

Ｏ．８８（０．８５～Ｏ．９２）

单胎

一０．５７０

０．２７１

４．４１４

Ｏ．０３６

Ｏ．５７（Ｏ．３３～０．９６）

新生儿先天畸形

２．４９５

０．４３３

３３．１９６

Ｏ．０００

１２．１２（５．１９～２８．３０）

孕周＜３７周

Ｏ．１９７

Ｏ．０９８

４．０烈Ｏ．０４５

１．丝（１．００～１．４８）

１分钟评分较高，这些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０．１４９

１１８．柳０．０００

５．０４（３．７７～６．０５）

此外，由于本研究主要采用专科妇婴保健院住

新生儿体重＜２５００

分娩时并发症

ｇ

１．６１７

注：累积比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部分变量赋值：产妇职业：工
人８＝１，农民＝２，公务员＝３，教师＝４，医务人员＝５，其他＝６；孕
周：＜３７周＝１，３７～４２周＝２４，＞４２周＝３；本次分娩方式：隅道自
产４＝ｌ，剖宫产＝２，阴道助产＝３；新生儿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１，
２５００～３９９９

ｇ＝２８，≥４０００ ｇ：３；４为哑变量设置

相对而言，产妇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稳定的职

产妇职业较稳定为保护因素。同时本研究还提示单
胎、产次较少、新生儿性别为女性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

院分娩产妇的资料，可能会导致入院率偏倚，限制结
果的外推，但对于新生儿Ａｐｇａｒ １分钟评分的危险
因素进行筛查及进一步开展采取预防保健措施将会
提供有益的参考数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妇年龄、产妇职业为农
民、产次、阴道助产、剖宫产、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
娠期蛋白尿、新生儿性别男性、新生儿体重＜
２５００

ｇ、先天畸形、孕周＜３７周、分娩时并发症为新

生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危险因素；而产妇读书年
限、有产前检查、新生儿身长、单胎为保护因素。
产妇年龄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高危因素Ｍ’５０。高
龄产妇在妊娠和分娩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明显增

加，Ｂｅｌｌ等¨１对一个有２８ ４８４例产妇样本进行回顾
性分析发现，年龄≥３５岁孕妇产前合并有妊娠高血
压综合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蛋白尿的发生率显
著升高；胎儿窘迫、宫内生长受限发生率明显增加，
且容易发生分娩时并发症。这些因素独立或综合作
用均易产生新生儿窒息，使得新生儿Ａｐｇａｒ １分钟
评分较低。

孕周＜３７周的早产儿体重往往＜２５００ ｇ，各器
官发育未成熟，对缺氧耐受力差，处于宫内窘迫的状
态下，早产儿自身调节大脑的血运失调，可导致脑血
流量出现过多或不足，易造成早产儿颅内出血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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