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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改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低蛋白血症的效果观察 

朱瑰丽，代莉莉，朱素芹 

[摘要]目的：探讨改善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后低蛋白血症的护理方法。方法：TKA 40例分为20对进行配对研究，将 

选定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20例。干预组在围手术期给予心理护理、认知干预、饮食干预、输液顺序的调整和早期 

关闭引流管等措施；对照组给予膝关节置换的常规护理。观察每对患者术前、术后血浆白蛋白浓度值的变化。结果：术前2组 

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的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干预组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结论：综合护理干预能减少 TKA术后患者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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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对于重症膝关节 

炎患者是一种疗效十分确切的治疗方法，已成为临 

床常用的手术⋯。但患者因术中大面积截骨，打通 

长骨的隧道，TKA手术创伤和创面均较大，术中及 

术后出血总量约600～1 200 ml J，手术失血量大及 

血液成分破坏过多引起低蛋白血症的发生率较高， 

常表现为精神萎靡、食欲低下、活动无耐力、全身水 

肿等反应。血浆蛋白的下降直接影响切El愈合、组 

织修复和免疫功能，易导致切口感染，术后并发症延 

长患者康复时间。为了探讨如何有效改善患者 

TKA术后血浆白蛋白的浓度，我科对实施 TKA的患 

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取得良好的效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2月至2009年 11月，我科 

实施TKA 40例，术前均符合手术指征，无肝肾功能 

异常，无糖尿病，饮食正常。4O例中男 2例，女38 

例；年龄56～78岁。骨f生关节炎 31例，创伤性关节 

炎 9例。 

1．2 方法 采用配对设计的方法，对年龄、身高、体 

重和手术时间进行配对，共 20对，将每对患者随机 

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各20例。干预组男 1例，女 

19例；年龄 56—75岁。骨性关节炎 15例，创伤性 

关节炎5例。对照组男1例，女 19例；年龄58～78 

岁。骨性关节炎 16例，创伤性关节炎4例。观察并 

记录2组患者术前、术后第 1天、第 4天的血浆白蛋 

白和总蛋白的浓度。2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具有可 

比性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或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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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组患者术后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的浓度较术 

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术后血 

浆白蛋白和总蛋白的浓度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下降值的比 

较( L) 

配对 t检验：AAP<0．O1 

3 护理 

对照组患者按膝关节置换术常规护理。干预组 

患者在基础护理基础上再根据术前、术后评估结果， 

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3．1 心理护理 术前运用护理手段影响患者心理 

活动，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沟通，耐心讲解与本 

病有关的健康知识，使患者消除顾虑、建立信心，主 

动配合手术治疗与护理。根据不同患者的文化层 

次、接受能力，介绍病情、手术步骤和过程、安全性 

等，对文化层次高、接受能力强的患者要简单、明了， 

使其对病情、治疗、护理做到心中有数，减轻恐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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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而积极配合治疗 J。对于接受能力差的患者， 

反复宣教与示范，直至其理解和掌握。 

3．2 个性化认知干预 TKA术后的低蛋白血症， 

是机体处于负氮平衡状态，其营养不良可引起呼吸 

肌疲劳，免疫系统功能减退，切口愈合延迟，感染概 

率增加；术前给予相关营养知识的健康教育，使患者 

及家属能认识低蛋白血症的危害，从而提高其配合 

围手术期的饮食干预。 

3．3 饮食指导 术前指导患者摄取优质蛋白食物， 

如新鲜虾、鱼、瘦肉、蛋类等高蛋白和高热量、丰富维 

生素、易消化饮食，增加术前体内营养的储备，术后 

必要时给予静脉补充营养；贫血严重患者应适当输 

血、血浆或人体白蛋白，以提高机体抵抗力 J。 

3．4 促进胃肠功能的综合护理措施 应耐心说服 

患者术后保证充足睡眠，多饮水，保持大便通畅，定 

时做排便动作及按摩下腹部，术后早期进食刺激胃 

肠功能的恢复；提供患者可口的食物；也可少食多 

餐，增加营养；指导患者每餐前 1 h增加蛋白粉两勺 

冲服；避免进食产酸、产气的含糖食物，并要求患者 

避免空腹输液以免发生输液反应。 

3．5 术后输液顺序的调整 医嘱执行 白蛋白输入 

前，先输入葡萄糖、能量合剂与复方氨基酸，再输入 

白蛋白，并且 10 g白蛋白输入速度要控制在 15滴／ 

分。 

3．6 减少血液流失的护理 术后患肢保持伸直位， 

4 h内暂时关闭切口引流管，患膝关节给予冰袋冷 

敷持续 12～24 h，以减少血液进一步流失。 

4 讨论 

4．1 术后低蛋白血症的原因 由于 TKA术中及术 

后失血量大，白蛋白丢失多，手术和创伤的应激使蛋 

白质的合成受到抑制 。术后禁食6 h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术后低蛋白血症，降低机体的修复能力，包 

括切口愈合、降低机体抗感染能力，使术后感染几率 

增加。另外，低蛋白血症时，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 

造成血管内外平衡失调，血管内水分渗透至血管外 

组织引起机体营养不良性水肿，其中肠壁水肿可严 

重影响营养的吸收。故应重视低蛋白血症对机体的 

影响，常规监测白蛋白水平 ，并有效地补充白蛋白。 

4．2 重视饮食干预 临床上一般通过静脉输液注 

人人血白蛋白、血浆的方法补充蛋白。但有研究 J 

显示，人血白蛋白的半衰期仅 3 h，静脉输注只能在 
一 段时间内维持血液中的蛋白含量。术前、术后进 

行饮食干预，对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增加营养非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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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术前让患者明确通过饮食加强营养的重要性， 

使患者及家属能积极主动配合围手术期的饮食干 

预。指导患者摄取优质蛋白食物，如新鲜虾、鱼、瘦 

肉、蛋类，以加强营养储备。术后采取有效减轻疼痛 

的措施，保证患者睡眠；及时实施刺激胃肠功能恢复 

的护理措施，如术后早进食富含粗纤维食物，鼓励少 

量多次饮水，定时环形按摩腹部促进肠蠕动，预防便 

秘发生；提供色香味美的食物，增进患者的食欲，少 

食多餐，增加进食量。同时每餐前 I h增加蛋白粉 

或者奶粉的摄人，以此使患者从胃肠道内及时获得 

蛋白质的补充，以达到减少静脉补充白蛋白量的目 

的。并减少患者输血等带来的危险和住院费用。 

4．3 营养补充的顺序 术后患者因卧床活动量小， 

进食少；而作为人体正常生理代谢必须要消耗一定 

量的热量，如果进食少或不进食的情况下输入白蛋 

白，机体将分解这种白蛋白，作为热量来维持生理的 

需要，这样蛋白的利用率大打折扣，起不到治疗的作 

用。为此，我们采取了鼓励患者进食高热量易消化 

食物并在饭后 1 h再输注人血白蛋白的方法。对待 

不进食的患者给予肠外补充营养时，先输注葡萄糖、 

能量合剂与复方氨基酸，使机体保持稳定的血糖、氨 

基酸浓度后，再输注白蛋白，较好地维持稳定的血浆 

白蛋白的浓度，根据本组观察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 

术后输入蛋白的次数和量比对照组明显减少。 

4．4 减少术后血液流失 干预组术后患膝关节给 

予伸直位，弹力绷带加压包扎、10％的盐水冰袋冰 

敷，避免过多搬动膝关节，减少关节内出血和加重关 

节肿胀。罗吉伟等 的调查显示，人工 TKA围手术 

期平均总失血量 1 538 ml，其中显性失血量 747 ml， 

隐性失血量791 ml。干预组术后 4～8 h内暂时夹 

闭引流管，明显减少术后膝关节经切 口引流出的血 

液量，从而减轻低蛋白血症的进一步加重，说明该方 

法效果好，简便易行。我们对干预组采取了综合管 

理，术中出血量平均 560 ml，低于罗吉伟等 的调 

查。 

4．5 加强心理护理，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TKA大多是老年患者，术后关节疼痛及肢体水肿严 

重干扰患者的心理，焦虑、抑郁的情绪可使患者生理 

功能低下，情绪低落，食欲降低和睡眠障碍。按 

Johnson“准确期待论”，如个体在应激事件发生之前 

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即可相对缓解心理和生理 

的应激反应 J。因此，术前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 

认知干预，可有效缓解术后患者的恐惧感，减轻焦虑 

抑郁。其次 ，向患者讲解术后早期进食对机体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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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不 均 一 核 糖 核 蛋 白 K (heterogeneous nuclear 

ribonucleoprotein K，hnRNPK)是 hnRNPs家族中的成员之一 ，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64 198．4。它是一种多功能蛋白，最保守 

的进化特性是具有通过 KH结构域结合 RNA的能力⋯。在 

从酵母到哺乳动物的不同物种中，都发现 hnRNPK与染色质 

和 RNA因子有相互作用。比较不同物种 中hnRNPK蛋白结 

构域可以发现，它最初是 RNA结合蛋白，随着进化，其逐渐 

从单纯的RNA结合蛋白进化到功能复杂的蛋白，使得它能 

够整合不同的信号通路，并依靠核酸在特定位置产生特定产 

物 。hnRNPK同时存在于多种亚细胞结构中，参与DNA的 

转录、RNA的加工、运输以及参与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的调节 

等多种生物过程，从而进行基因表达调控，并在信号传导中 

发挥作用L3j。hnRNPK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就 hnRNPK在肿瘤方面的研究概况作 
一 综述。 

l hnRNPs家族介绍 

hnRNP被认为是异质性核蛋白复合体的一种组分，在从 

酵母到人的一系列真核生物中具有类似的功能和作用对 

象⋯。它是一个蛋 白超家族，包含有 20多种蛋 白，分别从 

A1命名至 U。hnRNPs家族分布极为广泛，不仅在脊髓动物 

各组织器官中表达丰富，甚至在植物、酵母中也有发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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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hnRNPs在不同的组织器官中表达不同，代谢旺盛的组织 

中表达相对较高，例如脑、肺等。即使同一组织器官，不同的 

生命周期中，hnRNPs表达的种类和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 。 

按照生理功能的不同，hnRNPs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定 

位于细胞核内，不能 自由穿梭于质核之间的蛋白，如 hnRNP 

B、C等；还有一类是可以自由穿梭在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的 

蛋白，如 hnRNP A、D、E、I、K。 

hnRNPs在多细胞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其不但可以结合激酶，还能募集染色质，是与转录、剪切 

和翻译等过程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广泛参与染色质的再包 

装、转录、剪切和翻译过程 。 。在环境、遗传等因素的作用 

下，一旦 hnRNPs的正常生理功能发生变异，将导致人类诸多 

疾病的发生，而最为密切的是肿瘤疾病。 

2 hnRNPK结构功能 

hnRNPK作为hnRNPs家族中的特异成员，是一种多功 

能蛋白。目前研究 表明，hnRNPK是一种进化高度保守的 

核内RNA结合蛋白，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和三个保守的 KH结 

构域，位于 I(2和 l<3之间的 K1结构域的功能与一系列其他 

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有关。 

蛋白质是在细胞核外合成的，成熟的 mRNA分子必须输 

出到核外，在核糖体的作用下合成蛋白质。而mRNA的输出 

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过程，细胞核是双层膜结构，唯一的通 

道是核孔复合体(NPC)，mRNA分子通过 NPC是耗能的，无 

法单独输出核外，必须形成 mRNA、蛋白质复合体。hnRNPK 

是一类可 以 自由穿 梭在 细胞 核与细胞 质之间的蛋 白，与 

mRNA的输出及进一步参与翻译有关 。它与前体 mRNA 

形成复合体以后一直伴随着前体mRNA通过核孔复合体进 

状况纠正的重要性，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使早期进 

食得以实现。再次，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可以提高 

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 ，增加对治疗与护理的依从性。 

故综合护理干预，对患者术后营养状况的纠正有促 

进作用，从而促进患者术后的康复，为早期进行膝关 

节锻炼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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