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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３脂肪酸的全肠外营养对
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影响
汪华学，何先弟。吴强，郑胜永，赵飞，刘成
［摘要］目的：探讨添加（ｏ．３脂肪酸的全肠外营养（ＴｅＮ）对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影响。方珐：将２３例诊断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的单纯闭合性腹部外伤术后重症患者随机分为多不饱和脂肪酸（ＰＵＦＡ）组１２例和对照组Ｉｌ例，均给予常规综合治疗
及连续ＴＰＮ支持５天，分别于ＴＰＮ前ｌ天和后第５天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等，并进行
ＡＰＣＨＥⅡ评分。结果：两组ＢＰＣ、ＣｌＩＰ、白蛋白水平、ＡＰＡＣＨＥＩＩ评分均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１），但各指标在ＰＵＦＡ组改善均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添加ｏ－３脂肪酸的ＴＰＮ有助于抑制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炎症反应，改善其预后。
［关键词］腹部损伤；胃肠外高营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３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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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营养素，能调节脂类介质的合成、细胞因子的
释放、激活白细胞活性和内皮细胞活化，进而调控感
染、创伤等情况下机体的过度炎性反应，起到营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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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的联合作用…，可能对腹部外伤后重症患者有

１．２治疗方法两组均予常规治疗，通过留置中心

益。本文就添加３－ＰＵＦＡｓ的全肠外营养（ｔｏ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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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的影响作一探讨。

剂提供，两者比例为６：４，氨基酸按热氮比为１２０

验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１）。

氮总热量为２５ ｋｃａｌ·ｋｇ一·ｄ～，由葡萄糖和脂肪乳
ｋｃａｌ：１

ｌ资料与方法

ｇ氮补充，同时补充机体需要的维生素、电解

质和微量元素。在对照组，脂肪乳剂的补充全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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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两组一般情况比较【ｉ±ｓ）

＃不四格表确切概翠法分析的Ｐ值

１．３监测指标两组分别于ＴＰＮ治疗前ｌ天和治

表２两组治疗后外周血ＢＰＣ、白蛋白、ＣＲＰ、ＡＰＣＨＥⅡ评
分比较（ｄ ４－％）

疗后第５天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等指标，并进行ＡＰＡＣＨＥＩＩ词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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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ｔ（或ｔ’）检验和四格表确切
概率法。
２结果
外周血ＢＰＣ、ＣＲＰ、白蛋白等均有不同变化（Ｐ＜
０．０１）。治疗５天后，ＰＵＦＡ组外周血ＢＰＣ、白蛋白
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而ＡＰＡＣＨＥⅡ
评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讨论
腹部外伤不仅可以直接造成实质脏器急性大出

△示ｔｔ值

生细菌移位，继而导致机体发生一系列病理变化，一
是形成迁移性感染或菌血症；二是细菌和毒素进入
门静脉，激活肝脏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形成炎症瀑布反应。
产生大量高浓度细胞因子，继而诱发ＭＯＤＳ的发
生。在此过程中，机体的代谢表现为合成代谢减弱，
分解代谢增强，糖异生增加，蛋白质大量消耗，发生

血或空腔脏器急性穿孔，发生休克或腹膜炎，而且可

负氮平衡。因此，对于腹部外伤术后重症患者，早期

能会导致肠黏膜屏障受损，肠微生态紊乱和肠道动

ＴＰＮ支持是综合治疗重要的一个方面。

力障碍。肠内细菌和毒素等通过肠壁进入机体，发

目前研究表明，外科危重患者的营养配方中加

５７２

入特定营养素，不仅可以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底物，维

内外亦有研究发现¨¨１２１，血小板及凝血功能异常也

持其基本代谢，纠正和预防营养不足，而且还可以调

可以反映ＳＩＲＳ的严重程度。血小板减少常与ＳＩＲＳ

控机体的炎性反应，增强免疫功能，改变疾病的治疗

一起出现，较准确、敏感地反映ＳＩＲＳ患者的病情和

效果及具有“药理作用”，所以将这类营养作用又称

预后，尤其是血小板的动态变化具有更强的预警价

为免疫营养。３－ＰＵＦＡｓ是免疫营养的重要组成部

值，及时纠正凝血功能异常，并进行血小板干预治

分，不但可以在体内氧化供能，而且还可以参与细胞

疗，有助于改善ＳＩＲＳ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显示，在

结构的组成和物质代谢，影响细胞膜的结构及某些

肠外营养中添加３－ＰＵＦＡｓ，对ＣＲＰ、血小板水平和

代谢产物的变化，进而影响细胞功能。研究发现，３一

ＡＰＡＣＨＥＩＩ评分有显著影响，亦间接反映３－ＰＵＦＡｓ

ＰＵＦＡｓ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调控机体的炎症反应和免

可抑制ＳＩＲＳ，改善重症患者预后。

的应用前景旧’４ Ｊ。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第５天，
两组患者的血清ＣＲＰ、ＢＰＣ、白蛋白水平和ＡＰ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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