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0

【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7-05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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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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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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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a-3 fatty acids supplemente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support on critical patients埘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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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ve Care Unit，The First够f妇d Hospital ofBen#u Medical College，＆啦“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o-3 fatty acids(PUFA)supplemente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TPN)support on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Methods：Twenty three critical patients which were diagnosed with systemic inflammation

response syndrome(SIRS)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were啪domly divided into PUF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PN for 5 days．The parameters including blood routine test，hepatic and renal functions

indexes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were measured one day before TPN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day．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APACHE II)was also analyzed．Results：The level of g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the scores of APACHE 11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se two groups，wh此the level of platelet and albumin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The changes

of these parameters in PUFA group were more obviou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3 fatty acids

supplemented TPN can inhibit the degree of acu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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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6]主张先行取出假体，待使用1—2个月抗生素
后再行二期手术，有充足时间确定细菌种类，选择敏

感抗生素，可以确实控制感染灶，手术效果更加可

靠。如果患者全身情况好，细菌毒力较低，局部软组

织条件好，彻底清创后可以行一期手术。本组感染

的l例采取I期翻修术，手术时使用含抗生素的骨

水泥全髋假体，术后使用广谱抗生素时间比常规假

体置换术延长2—3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术后

连续随访1年以上，未见再感染迹象，髋关节功能

良好。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发生感染，引起假体松动是

翻修术的绝对指征。对于无菌性髋关节假体松动伴
严重疼痛、髋关节功能受到较大影响者，应及早予以

翻修。术前全面仔细检查明确手术失败原因，选择

合适假体类型，成熟的手术技巧及术后正确的康复

锻炼是髋关节翻修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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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实质脏器损伤后发生失血性休克，胃肠道

损伤破裂后引起弥漫性腹膜炎，均可能诱发全身炎

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不仅发生胃肠功能障碍(衰竭)，甚

至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多不饱和脂肪酸

(∞-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3-PUFAs)作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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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的联合作用⋯，可能对腹部外伤后重症患者有

益。本文就添加3-PUFAs的全肠外营养(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TPN)对腹部外伤后并发SIRS重

症患者的影响作一探讨。

l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3例均选自2007年1月至2008

年5月收住我科的单纯闭合性腹部外伤患者。纳入

研究前要求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已经实施外科急

诊手术，并且符合SIRS诊断标准(1992年美国胸科

医师学会和危重症医学会联席会议制定呤1)。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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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1)合并腹部外其他部位脏器损伤或已经出

现严重呼吸衰竭需要呼吸机支持；(2)腹部损伤脏

器经外科急诊处理后仍然有活动性出血者；(3)既

往有慢性胃肠道疾病，或有严重肝、肾、心血管及造

血系统疾病患者；(4)妊娠或哺乳期妇女；(5)颅脑

疾病或严重精神疾患不能合作者。根据患者人院的

日期，随机编号，单号纳入PUFA组，双号纳入对照

组。共收集患者23例，男15例，女8例；年龄21—

56岁。两组在接受TPN支持前的一般情况及相关检

验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O．05)(见表1)。

1．2治疗方法两组均予常规治疗，通过留置中心

静脉导管接受等热量的TPN支持治疗。TPN非蛋白

氮总热量为25 kcal·kg一·d～，由葡萄糖和脂肪乳

剂提供，两者比例为6：4，氨基酸按热氮比为120
kc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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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20％中长链混合脂肪乳剂(MCT／LCT)，在PUFA

组，补充‘|)．3鱼油脂肪乳注射液100 ml／d(尤文，每

100 ml含鱼油10．0 g，其中∞-3脂肪酸1．25～
2．82 g，华瑞公司)，其余热量用20％MCT／LCT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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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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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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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或空腔脏器急性穿孔，发生休克或腹膜炎，而且可

能会导致肠黏膜屏障受损，肠微生态紊乱和肠道动

力障碍。肠内细菌和毒素等通过肠壁进入机体，发

表2两组治疗后外周血BPC、白蛋白、CRP、APCHEⅡ评

分比较(d 4-％)

分组 ^ BrC(x109／L) 自蛋白(∥L) CliP(n∥L)APACHEH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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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氮平衡。因此，对于腹部外伤术后重症患者，早期

TPN支持是综合治疗重要的一个方面。

目前研究表明，外科危重患者的营养配方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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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特定营养素，不仅可以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底物，维

持其基本代谢，纠正和预防营养不足，而且还可以调

控机体的炎性反应，增强免疫功能，改变疾病的治疗

效果及具有“药理作用”，所以将这类营养作用又称

为免疫营养。3-PUFAs是免疫营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但可以在体内氧化供能，而且还可以参与细胞

结构的组成和物质代谢，影响细胞膜的结构及某些

代谢产物的变化，进而影响细胞功能。研究发现，3一

PUFAs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调控机体的炎症反应和免

疫功能，影响多种免疫细胞的功能，在临床上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旧’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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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评分都明显趋向好转，且各指标在3-PUFAs组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添加3-PUFAs的

全肠外营养更有利于阻断过度炎症反应，保护重要

脏器功能，促进机体细胞和器官功能的恢复，并降低

APACHE 11评分，从而改善SIRS患者的预后。

McMurray和Pompos等口’61实验发现，膳食鱼油或3一

PUFAs能显著增加免疫细胞膜磷脂的二十碳五烯酸

(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减少花生四烯酸

(AA)含量。且3-PUFAs(EPA、DHA)能竞争性抑制

环氧化酶对AA的氧化作用，减少AA产物的生成。

此外，3-PUFAs还与AA竞争脂过氧化酶，减少白细

胞三烯4和血栓烷2的生成，通过抑制磷脂酶PLA2

的活性，减少膜磷脂AA的释放。因此，认为3一

PUFAs通过影响酶的作用，可以减少炎症介质的生

成，从而有助于抑制炎症及免疫反应。另外亦有研

究【_7．副表明，3-PUFAs还可以融人到T淋巴细胞和内

皮细胞的脂质双分子层中，可以显著改变T淋巴细

胞和内皮细胞膜的组成，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和膜

上受体的空间构象，进而影响细胞功能分子的合成

和细胞功能。

机体在遭受严重打击的应激状态下，常表现有

血清CRP水平升高，白蛋白、血小板水平下降，且与

反映病情程度的APACHE lI评分有很好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人CRP基因位于染色体lq23内一段保
守基因区，编码与免疫系统及细胞间信号传递密切

相关的蛋白，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能激活补体，

促进吞噬。并具有其他的免疫调控作用一J。临床检

测CRP对SIRS的诊断虽无特异性，但其浓度变化

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炎症或组织损伤韵灵敏指标。国

内外亦有研究发现¨¨121，血小板及凝血功能异常也

可以反映SIRS的严重程度。血小板减少常与SIRS

一起出现，较准确、敏感地反映SIRS患者的病情和

预后，尤其是血小板的动态变化具有更强的预警价

值，及时纠正凝血功能异常，并进行血小板干预治

疗，有助于改善SIRS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显示，在

肠外营养中添加3-PUFAs，对CRP、血小板水平和

APACHEII评分有显著影响，亦间接反映3-PUFAs

可抑制SIRS，改善重症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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