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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喂养联合部分静脉营养在早产儿中的应用

查会芳。王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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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早产儿胃肠喂养联合部分静脉营养的应用效果。方法：40例早产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在胃肠喂养

的基础j二，治疗组给予部分静脉营养，对照组静脉滴注5％一10％葡萄糖注射液和电解质，对两组进行有关指标监测。结果：

应用静脉营养前后早产儿血生化、血糖与输注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出生体重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和体

重增长均优于对照组(P<0．05一P<0．01)。结抡：早产儿生后早期可耐受少量部分静脉营养，同时配合经口微量喂养，对早

产儿血生化、血糖无影响，能缩短住院天数和促进体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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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therapy of partrial parenteral nutrition and enteral feeding for prenmature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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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artial parenteral nutrition(PPN)plus enteral feeding on premature infants．

Methods：Forty premature inf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The study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parenteral nutrition in addition to enteral feeding，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5％一10％glucose，fluid and electrolytes

simultaneously．The relevant indices were measured in the 2 groups．Results：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lood biochemistry

and glucos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PPN(尸>0．05)．The time of hospital stay and birth—weight regain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一P<0．01)．Conclusions：Premature infants could tolerate small volume

of PPN during the first day of life．A combination of intravenous and small amount of oral feeding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blood biochemistry and glucose of the infants，which may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 and help the weight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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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特别是小胎龄、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成

活是围产医学发展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如何尽可

能保证其健康成长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早产儿

出生后喂养困难，单独应用葡萄糖及电解质必导致

负氮平衡和脑营养障碍，影响智力发育。1999—

2007年，我们对20例早产儿应用早期微量经口喂

养联合部分静脉营养疗效进行观察，探讨有利喂养

成功的方法，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0例早产儿中，男29例，女11

例。符合以下条件：胎龄30～36周，出生体重950
—2 400 g；无禁忌证；合并症包括呼吸困难、青紫、缺

氧缺血性脑病、吸人性肺炎、硬肿症、高胆红素血症

等。40例早产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20例，

两组I生别、胎龄、出生体重、身长及头围均具可比性。

1．2方法两组均给予早产儿配方奶或母乳，早期

胃管喂养，吸吮及吞咽好转后经口喂养。于生后6—
12 h喂养，出生体重<1 500 g者每次2 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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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 g者每次5 ml，每2 h 1次，根据耐受情况，

逐渐增加奶量。治疗组同时进行部分静脉营养：氨

基酸用5％复方氨基酸(华瑞制药公司生产)，脂肪

乳用10％脂肪乳(华瑞制药公司生产)。葡萄糖用

量生后第1天静脉注射葡萄糖6 g／kg，第2天
8 g／kg；复方氨基酸剂量从0．5 g·kg～·d。1开始，

每日增加0．5 g／kg；10％脂肪乳第1天用0．5 g／kg，

第2天1 g／kg。第1天液体总量80一100 ml，第2天

液体总量100—200 ml，至1周末氨基酸可递增至

3．0 g·kg～·d～，脂肪乳2．5 g·kg～·d～，葡萄

糖14 g·kg～·d～。以后根据奶量的增加而递减

静脉营养量，直至全部经口喂养。对照组同时静脉

注射葡萄糖、电解质以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平衡。

1．3监测指标 (1)两组每天监测体重、微量血

糖，经皮测胆红素，记出入量；(2)计算出每天每个

早产儿的总输入液体量、热量及观测喂养和大小便

情况；(3)人院时及应用静脉营养后分别测血糖、血

生化等项目。(4)观察早产儿并发症如胃肠功能紊

乱、寒冷损伤综合征、黄疸、肺炎等的发生情况。

1．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检验。

2结果

治疗组输注部分静脉营养前后血钠、血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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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治疗组早产

儿体重开始增长的日龄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提

前，恢复出生体重的时间较对照组缩短，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P<0．01)(见表2)。治疗组

发生并发症的例数较对照组少，无一例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NEC)发生，但两组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l 治疗组静脉营养输注前及输注后1周血钠、血糖变

化比较(n=20；i 4-s)

表2两组体重开始增长日龄、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及住院

时间比较(孑±s)

表3两组早产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l；发生率(％)】

3讨论

全胃肠外营养能改善早产儿营养状况，但不利

于其胃肠动力的成熟，且存在肝胆并发症及其对早

产儿肺功能、肝功能、免疫功能等不良反应的问题，

受插管等技术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难在基层医院

推广⋯。本组部分静脉营养是在微量胃肠喂养的

基础上，加用复方氨基酸和葡萄糖液，应用外周静

脉，采用输液泵于10一24 h内匀速静脉滴注，脂肪

乳另接通道用输液泵在6 h以上滴入。Murdock

等旧1研究表明，早产儿生后头几天静脉营养中葡萄

糖用6～10 g·kg～·d～，氨基酸0．5一1．O g·

kg～·d～，脂肪乳0．5～1．0 g·kg～·d～，热量在

125．5 kJ·kg～·d一左右即可维持身体内环境的

稳定，避免过多消耗，可增加成活率，减少发病率和

致死率。本组早产儿输注部分静脉营养前后血钠、

血糖均无明显变化。因此，部分静脉营养安全、有

效，无不良反应，值得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早产儿胃肠管功能不完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胃肠排空时间较长，喂养不耐受发生率较高”J。早

期微量经口喂养可训练吸吮和吞咽及其协调能力，

促进胃排空及胃肠动力发育，有利于早产儿胃肠道

发育成熟。本文结果证实，在早期微量经口喂养的

基础上，尽早开始部分静脉营养，有助于逐渐过渡到

肠道喂养。当喂养热量增加时逐步减少并停止静脉

营养，从而减少了发生胃肠功能紊乱、感染、NEC和

寒冷损伤综合征等的发生。由于本组观察病例少，

虽然治疗组发生并发症的例数较对照组少，但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还有待进一步增加

病例数量观察。

早产儿生后早期微量喂养联合部分静脉营养较

单纯的早期微量喂养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

可使早产儿生理性体重丢失较少，体重增加较快和

恢复出生体重的日龄较早，这是由于组织的生长而

非水分的潴留HJ。早产儿在生后数周内单从胃肠

道摄入营养很难满足机体基础代谢和生长发育，长

期能量供应不足不仅可造成体重增长迟缓，而且影

响患儿神经系统和智力发育‘5j。王丹华旧1认为，生

后早期营养的支持不仅关系到近期体质量增长和发

病率低，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远期预后，故在生后早期

给予部分静脉营养很有必要。本研究治疗组早产儿

体重开始增长的日龄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提前，

恢复出生体重的时问较对照组缩短。表明在早产儿

早期给予部分静脉营养很有必要，对其生长发育有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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