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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寶寶有開放性動脈導管，我該怎麼辦? 

 

動脈導管對於胎兒的重要性 

動脈導管，是胎兒在母體羊水保護下，靠著這條動脈導管，胎兒才能夠在媽媽的子宮裡安心的

長大，吸取養分、排除廢物。新生兒出生，開始吸第一口氣時，肺部瞬間擴張，此時也開始了

肺循環工作，這時動脈導管逐漸失去作用而逐漸自行關閉，讓主動脈把高氧血送到全身，肺動

脈則把低氧血送到肺臟，從此各司其職。 

 

什麼是開放性動脈導管(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動脈導管未關閉，而這條忘了退休的動脈管仍有血液流通，就叫做「開放性動脈導管」。對於

提早脫離子宮的早產兒，來不及自然關閉的動脈導管，有可能成為小生命嚴重的威脅。引起

PDA 的真正原因尚不是很清楚。可能的原因有早產、缺氧、胎兒期的感染(如德國麻疹)、遺傳

或環境因子的影響。 

開放性動脈導管的發生率和懷孕週數、出生體重成反比。在出生體重 1000~1500 gm 的早產

兒，其發生率為 25%，其中 70%的開放性動脈導管需要治療，在出生體重 <1000 gm 的早產

兒，其發生率為 65%，其中 85%需要治療。 

 

開放性動脈導管的治療方式 

治療開放性動脈導管有許多種方式，醫師會建議最適當的方式給予治療。但是治療方式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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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造成家屬困擾。 

一、什麼時候開放性動脈導管(PDA)需要治療？ 

心血管窘迫分數(Cardiovascular distress score)大於等於 3，或者心臟超音波中左心房寬度和

主動脈根部寬度比值(LA/AO ratio)大於等於 1.3，則為明顯的開放性動脈導管(Significant PDA)，

這兩種情況需要治療 。 

Cardiovascular Distress Score (CVD score) in Premature Infants with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16 

Measure 0 1 2 

心跳 (/分鐘) <160 160-180 >180 

心雜音 無 收縮期心雜音 連續的心雜音 

周邊脈搏 正常 Bounding brachial Bounding brachial and dorsal pedis 

心前區搏動 無 摸得到 看得到 

心臟/胸廓比率 <0.60 0.60-0.65 >0.65 

早產兒的開放性動脈導管若造成症狀，可使用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物(NSAIDs)來使動脈導管

收縮變小，但若反應不佳，必須考慮外科手術治療。至於足月兒的開放性動脈導管通常自動關

閉的機會很小，因此有症狀的病患除了會先以抗心衰竭藥物來控制症狀，一般都會建議在體重

合適時進行心導管栓塞治療以關閉動脈導管。 

二、治療方式： 

a.水份限制：最簡單，最沒有傷害的方式，通常是治療第一步 

b.利尿劑：不一定使用，僅用於水分過多或心臟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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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口服 Ibuprofen 

d.針劑 Ibuprofen 

e.開刀 

治療方式的好處跟風險?? 

本表針對許多治療方式給予分析與討論，以協助家屬了解各個治療的優缺點，了解何種治療方

式是對小生命最好的選擇。 

治療方式 口服藥物 Ibuprofen 針劑藥物 Ibuprofen 經心導管關閉 開胸手術 

成功率 約 85-95% 約 75-93% 約 88%-100% 約 98%-100% 

花費 自費約 30 元 
自費約 3 萬元 

(視體重而定) 
健保給付 健保給付 

耗費時間 約 2-3 天 約 2-3 天 約 30-60 分鐘 約 60-90 分鐘 

復發率 

(PDA 再開機率) 
有 有 無 無 

優點 

 非侵入性 

 大部分醫院皆可取得 

 非侵入性 

 大部分醫院皆可

取得 

 效果快 

 恢復快 

 無疤痕 

(僅腹股溝有針孔) 

 效果快 

 無 PDA 大小與

體重限制 

缺點 

 體重越低效果越差 

 有出血及腎功能惡化之

風險 

 已發生腎功能不佳、凝

血功能不佳、持續出血

或壞死性腸炎者不建議

使用 

 口服使用治療 PDA 未列

在藥物仿單適應症中 

 體重越低效果越

差 

 有出血及腎功能

惡化之風險 

 已發生腎功能不

佳、凝血功能不

佳、持續出血或壞

死性腸炎者不建

議使用 

 具侵入性 

 僅部分醫學中心有能

力完成 

 目前仍缺大規模的追

蹤研究 

 股靜脈無法容納四號

血管鞘者不適合 

 PDA太大者可能無合

適的關閉器可使用 

 具侵入性 

 僅部分醫學中

心有能力完成 

 有感染、喉神經

受損及乳糜胸

之風險 

 術後傷口疼痛

與疤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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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於治療的選擇，有哪些重要考量呢？ 

請圈選以下考量因素，0 代表對你不重要，5 代表對你非常重要 

考量因素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成功機率 5 4 3 2 1 

治療療程時間 5 4 3 2 1 

侵入性考量 5 4 3 2 1 

復發率考量 5 4 3 2 1 

價格考量 5 4 3 2 1 

 

您現在對於治療方式夠了解嗎？ 

1.口服或針劑 Ibuprofen 非侵入性，副作用一定比較少。□是 □否 □不確定 

2.任何小寶寶都可以使用口服或針劑 Ibuprofen。□是 □否 □不確定 

3.口服 Ibuprofen 改針劑，針劑一劑一定會成功。□是 □否 □不確定 

4.口服或針劑 Ibuprofen 關閉了開放動脈導管，可能還會再打開。 □是 □否 □不確定 

5.任何小寶寶都可以使用經心導管關閉開放性肺動脈導管。□是 □否 □不確定 

此外，對上述的問題： 

1.我(們)了解每個選項的意義？□是 □否 

2.我(們)已清楚各種處置的好處及壞處？□是 □否 

3.有其他親友能支持我(們)的決定？□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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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仔細的思考與評估，您覺得您準備好了嗎？ 

□我(們)已了解各個治療優缺點治療。 

□我(們)已具備足夠的知識可做出適合病人的最好選擇。 

□我(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下列擇一) 

   ○水份限制  ○利尿劑治療  ○口服藥物 Ibuprofen  ○針劑藥物 Ibuprofen 

  ○口服藥物 Ibuprofen ○開胸手術 ○尚未決定 

□還有些不確定的部分我希望： 

○能和家人與朋友再討論 ○能和我的醫師與護理人員再討論 

□對於以上的治療方式，我(們)想要再瞭解更多，我(們)的問題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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