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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评价及支持治疗
谭桂军（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营养科，天津 300192）

肝脏是人体物质代谢的中心器官，慢性肝病因

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诊疗指南肠外肠内营养学分

肝脏损害、肝细胞功能异常可导致各类营养物质

册（2008 版）》中亦推荐应用 NRS 2002 对肝病患

代谢异常。肝病患者尤其是一些慢性和重症肝病
患者普遍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

［1-2］

。据报道，肝移

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目前，国内很多医院对肝病
患者进行了营养风险筛查，作为是否进行营养支持

植受者术前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高达 80% ～ 100%，

的重要参考［16-17］。但也有研究指出，肝病晚期常

中、 重 度 营 养 不 良 的 发 生 率 达 60% ～ 70% ［3-4］。

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如胸腹腔积液、肝性脑病

研 究 显 示，80 ％ 的 肝 硬 化 患 者 存 在 营 养 不 良 现

等，此类患者均不符合 NRS 2002 的要求［18］。此外，

象［5］。而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是肝硬化患者最

由于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物质代谢器官，肝脏功能

。我国肝移植患者的营养

异常通常合并明显的消化道症状，如恶心、进食减

。营养不良已被认为是影响终

少，应用 NRS 2002 筛查结果可能提高肝病患者发

常见的营养不良形式
状况与国外相似

［6］

［7］

［8］

末期肝病（ESLD）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

。

早期发现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不良状况并给予相应
［9-13］

的营养支持，可减少并发症及病死率
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增加

［6］

。鉴于要进行肝移植受者

生高营养风险的假阳性率。因此，对于 ESLD，尤

其是合并诸多并发症的患者来说，NRS 2002 存在
诸多方面的局限性，需临床大样本研究予以改进。
1.2

综合营养评价工具

中营养不良的发病率高且晚期肝硬化和急性肝功能

1.2.1

衰竭患者均越来越多地选择肝移植进行治疗，术前

较为流行的 SGA 被 ESPEN 指南推荐作为床头工

营养不良与肝移植结局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因

主 观 全 面 评 价（SGA）：2006 年， 国 内 外

具，实用性强，通过病史询问及有关体检（包括

此，在肝移植术前对受者进行客观的营养评价以更

最近体重和营养摄入的变化、胃肠道症状、水肿

好地指导临床营养支持治疗。

情 况、 皮 下 脂 肪 和 肌 肉 消 耗 程 度、 功 能 活 动 情

1

况等）来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根据主观对患者肌

1.1

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评价
营 养 风 险 筛 查（NRS 2002）：2003 年 欧 洲 肠

肉、皮下脂肪的消耗情况、饮食状况和体重减少情

外肠内营养学会（ESPEN）在 128 个随机对照临床

况等几个指标将患者分为正常和轻、中、重度营

［14］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营养风险”的明确定义

，

养不良［19］。但营养不良程度可能会因明显的腹腔

强调营养风险与临床结局密切相关，通过及时发现

积液、四肢水肿和利尿剂的使用而变得不够精确。

患者的营养风险，可预测患者可能的临床结局及监

国内外研究人员采用 SGA 法进行营养评估，报道

测患者对临床营养支持的效果。NRS 2002 是在此

结果不一致［20-21］，SGA 极易受到并发症的影响，

基础上发展的一个具有客观依据的营养风险筛查工

而且着重于营养物质摄入和身体组成的评估，未考

具。该工具是唯一以循证为基础的营养筛查工具，

虑到内脏蛋白质水平，SGA 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15］

可应用于多个领域。2004 年，蒋朱明等

通过研

究证明 NRS 2002 适用于我国绝大部分患者。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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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但国内有研究人员比较了用体重指数（BMI）
、低
清蛋白、低前清蛋白及 SGA 等几种方法评价肝移

植受者营养不良发生率，主观营养评价较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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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终末期则以 BCM 下降为主［29］。人体成分分

析指标如相位角等与营养状态有明显的相关性，有

患者，在我国应用不是很普遍，在评价慢性肝病营

可能成为营养状态评估新的重要指标［30］。相位角

养不良的有效性上，目前暂缺少相关临床研究。

与 SGA 确定的营养状态紧密相关［31-32］，其与肝病

1.3 客观营养评价方法
1.3.1

人体测量 ：人体测量学指标包括 BMI、上臂

肌围（MAMC）
、上臂围（MAC）、三头肌皮褶厚度
（TSF）
、握力（HG）等。目前，BMI 是临床上判断
［23］

肥胖与营养状态最重要、最常用的指标

，研究

营养状态的关系正在研究中。据 ESPEN 肝病营养
指南推荐［19］，人体成分分析能够客观、准确地测

定人体成分，有条件可行 BCM 等检查以评价患者

的营养状况，但因其成本高、操作复杂并且需专门
的检测中心检验，故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表明，BMI 过高或过低均会增高患者死亡的风险，

对于能量消耗的估计，可以采用公式 ：全日

临床上用此指标预测手术死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能量消耗 = 基础能量消耗（BEE）× 活动系数 ×

然而，BMI 作为评价营养不良的重要指标具有局限
性。肝硬化患者因水钠潴留和腹腔积液，其体重和
BMI 往往偏高

［24］

。Campillo 等

［25］

研究指出，BMI

应激系数。因 BEE 在实际操作中不易获得，故常
测定静息能量消耗（REE），REE 一般比 BEE 高出

10% 左 右。BEE 可 采 用 Harris-Benedict 公 式 进 行

仍是检测肝硬化营养不良的可靠参数，该研究制订

计算，但国内外研究表明，公式法常过高或过低地

出不同腹腔积液严重程度的 BMI 临界值，无腹腔

估计 REE 值。代谢车（间接测热法）弥补了这一

积液、少量腹腔积液、大量腹腔积液患者正常值分

缺陷，是目前测定机体能量消耗的“金标准”
，研

别为 22、23、25 kg/m 体表面积，周围水肿和腹腔

究表明，应用间接测热法和 Harris-Benedict 公式

2

积液的消退不影响诊断结果。MAMC、MAC、TSF

评估静息能量消耗，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3］。

的测量不受腹腔积液和下肢水肿的影响，是评价营

患者发生肝硬化时，能量代谢多以利用脂肪作为主

养状况常用的指标，适用于所有肝病患者，也是

要能源，呼吸商（RQ）偏低，波动于 0.7 ～ 0.8。

ESPEN 指 南 推 荐 使 用 的 方 法 之 一

与 Harris-Benedict 公式相比，代谢车指导营养支

［26］

。MAMC 可

作为预测病死率的一个独立因素。但此 3 项参数

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客观、精确地决定营养物

多在营养不良发生数月后出现变化，敏感性较低。

质的需要量与比例，避免过度供给和供给不足。但

HG 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法，有研究通过比较

在临床操作过程中要掌握好进行代谢测量的严格规

方法后认为 HG 优于其他 2 种方法，能更好地预测

1.3.3

经济，但种族、出生体重和环境等因素均能影响其

供营养评价，并可以反映出存在哪种营养素缺乏。

正常值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

检 查 内 容 包 括 血 浆 蛋 白 水 平、 肌 酐 - 身 高 指 数

HG、SGA、预后营养指数（PNI）等 3 种营养评估
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结局

1.3.2

［27］

。人体测量方法简便、

人体成分分析、能量代谢测定系统（代谢

程，注意避免误差，正确评价测量结果。
生化和实验室检查 ：生化和实验室检查可较

早发现营养素缺乏的类型和程度，能够客观地提

（CHI）、免疫功能测定、氮平衡测定等。

车）：人体成分分析是一种较精确的应用于肝病营

血浆蛋白水平可反映机体内脏蛋白的营养状

养评价的方法，包括生物电阻抗分析、体内中子

况。清蛋白和前清蛋白由肝脏合成，是评价肝移植

活化分析、同位素稀释和双能 X 线吸光光度法等。

受者术前营养状况的重要参数。但一些研究人员认

其测量参数主要包括体细胞量（BCM）、细胞内液
［28］

（ICW）
、细胞外液（ECW）和总脂肪量（TBF）等

。

肝移植受者术前上述参数变化表现为 BCM、TBF

下降和体内水分的再分布，其中早期以 TBF 下降

为清蛋白和前清蛋白受肝功能影响较大，且肝移植
受者术前通常补充外源性清蛋白，这两项指标对评
价营养状况的准确性和敏感性具有一定影响。清蛋
白的半衰期是 20 天，可反映人体内脏蛋白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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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前清蛋白的半衰期仅为 1.9 天，在营养不良时
反应迅速，能够特异地反映肝脏的合成功能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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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减少，机体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紊
乱，糖原储存功能受损使糖异生能力减低，其结

转铁蛋白的半衰期为 8 ～ 10 天，其代谢复杂，影响

果是机体利用脂肪和蛋白质作为替代的能量来源，

因素较多，不宜单独进行个体营养状况评价。

导致脂肪组织和肌肉的分解。脂肪氧化反应增高几

CHI 是 24 小时尿肌酐量与身高的比值，是肾

乎见于所有等待肝移植的肝硬变患者，这在禁食时

功能正常时衡量机体蛋白质水平的灵敏指标，是

更为明显。因此，患者肌肉和储存的脂肪均有极度

营养评价中评价蛋白质营养状况、测定肌蛋白消

耗竭，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出现腹腔积液、水电

耗的一项生化指标。CHI 实际值在正常参考值的

解质及酸碱失衡、血浆氨基酸谱异常、肝性脑病等。

90% 以上为正常，80% ～ 90% 为轻度营养不良，

术前营养支持的目的 ：① 补充足够的能量和

60％～ 80％为中度营养不良，60％以下为重度营

营养物质，纠正和改善患者代谢异常及营养不良状

养不良。

态 ；② 保护和改善肝功能，预防和治疗肝性脑病 ；

营养不良患者常伴随免疫功能下降，其主要表

③ 减轻胃肠道淤血和肠黏膜水肿，改善肠道功能，

现包括血液淋巴细胞总数降低、迟发性皮肤过敏试

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完整性，防止和减少细菌移

验异常等。淋巴细胞减少反映内脏蛋白质的缺乏，

位 ；④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控制腹腔积液［36-37］。

这与肝移植受者术前感染率和病死率密切相关［35］。
氮平衡是氮的摄入量与排出量之间的平衡状

营养支持方式包括肠内和肠外营养，ESPEN
在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出台了针对肝病的肠内

态。氮平衡反映体内蛋白质合成和分解代谢情况，

营养和肠外营养指南［20，27］。2013 年国际肝性脑

是评价蛋白质营养状况的常用指标之一。 计算公

病和氮质代谢学会（ISHEN）通过了《2013 肝硬

式 ：氮平衡（g/d）＝ 蛋白质摄入量（g）/ 6.25 －

化患者肝性脑病营养共识》［38］。中华医学会消化

（尿中尿素氮 + 粪便中氮 + 皮肤丢失氮）。每日摄入

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也在 2013 年联合出台了

氮与排出氮量相等为氮的总平衡，摄入氮超过排出

《中国肝性脑病诊治共识意见（2013 年，
重庆）
》［39］。

氮时为正氮平衡，摄入氮少于排出氮时为负氮平衡。

肠内营养促进胃肠道血液供应、增加肠蠕动、改善

此法临床操作较为复杂，故计算公式只能粗略反映

肠道的淤血状态、调节胃肠道激素，并能改善门静

蛋白质的平衡状态。

脉血流，因此，肠内营养能更有效地维护肝脏功

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对 ESLD 患者进行有效

能。肝移植受者术前应尽可能采用肠内营养，由营

Turcotte-Pugh（CTP）评分标准中，均不包括营养

因食欲不佳和腹胀对进食造成的影响，若经口进

评 估 的 终 末 期 肝 病 模 型（MELD） 或 分 级 Child-

养医师为患者制订膳食营养治疗方案、尽量减少

状况，也鲜见与患者营养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报

食不足时，可采用口服营养补充（ONS）或留置肠

道，这提示临床医生应对肝病患者营养不良的问题

内营养管给予营养。许多移植中心有较好的经验改

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肝移植受者肝功能差，合成

善肝病患者等待肝移植前的营养状况，总体来讲，

内脏蛋白的能力降低，并且存在组织水肿和胸腔

补充的能量应该是基础能量消耗的 1.2 倍〔大约

积液、腹腔积液情况，使许多客观营养分析指标，

为 104.6 ～ 125.5 kJ /（kg·d）
〕。60％～ 70％的能

如 BMI、转铁蛋白、前清蛋白等的应用受到限制，

量应该由碳水化合物供给。蛋白质的来源以植物蛋

且由于各种营养评价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白为主。植物蛋白不会诱发肝性脑病。对于每天

目前对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评价尚无统一标准。

摄入蛋白不足 1 g/kg 体重的患者来说，植物蛋白质

2

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支持治疗
肝移植受者术前因慢性肝病长期肝脏代谢功能

障碍，同时存在胃肠功能障碍、食欲不佳而致能量

需要增加至 30 ～ 40 g/d。添加支链氨基酸的氨基

酸配方膳食可改善患者的氮平衡，且不会诱发肝

性脑病［40］。注意适当补充叶酸、锌、镁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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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D 患者骨营养不良的发生率较高。还应注意补
［41］

充钙剂

。食欲很差或不能经口进食及极重度营

养不良患者，可采用肠外营养。但在术前 2 ～ 3 天
内应禁止使用中心静脉导管，以免诱发感染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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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 50％～ 60％，葡萄糖应配合胰岛素使用。
同时给予水溶性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肝硬化患者
氨基酸的摄入量为 1.2 ～ 1.5 g /（kg·d）。

2.2

肝性脑病 ：临床治疗过程中，一旦诊断为肝

有研究人员认为，合理使用支链氨基酸和谷氨酰胺

性脑病甚至单纯血氨升高即开始“低蛋白饮食”
，

具有明显的节氮、供能和促进蛋白质合成的作用，

甚至禁止蛋白摄入医嘱，基本形成常规。然而近

有利于改善氮平衡。但术前不应追求高能量和高蛋

几 年 的 多 项 指 南， 包 括 ESPEN 针 对 肝 病 的 营 养

白质供给，因为过多的能量物质和高氨基酸摄入会

指南［19，26］、ISHEN 发布的《2013 年肝硬化患者肝

显著增加肝脏负担，产生高血糖、高渗性疾病等，

性脑病营养共识》［38］及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加重机体代谢紊乱［43］。另外，应尽早实施肝移植

和肝病学会联合发布的《中国肝性脑病诊治共识意

手术，将改善营养状况放在术后进行。

见（2013 年，重庆）
》［39］，这些指南的共同特点就

2.1

肝硬化 ：ESLD 患者营养支持的目的是最大程

度维持生长潜能，防止营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等
［44］

待肝移植

是将蛋白质饮食的限制已明显放宽，强调不宜长时
间过度限制蛋白质饮食，否则会造成肌肉群减少，

。肝移植受者多为肝硬化患者，为了

更易出现肝性脑病和并发症。对于轻微型肝性脑病

保证机体平稳的能量供应，改善营养状况及降低并

患者蛋白的摄入量应从 0.5 g /（kg·d）逐渐过度到

发症，ASPEN 及 ESPEN 均推荐肝硬化患者改变饮
［14，20］

食摄入模式

1.2 ～ 1.5 g /（kg·d）。合理的营养素和蛋白质摄入

。少食多餐，每日 4 ～ 6 餐，包

不仅不会加重肝性脑病，反而可以促进肝性脑病的

括睡前进餐（LES）
。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营养支持

恢复，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来越多的研

时通常无需限制蛋白摄入，通过合理分配或调节患

究表明，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非但没有诱发肝性脑病

者的膳食进行营养支持。一般推荐饮食中摄入能

的发作反而改善了患者的营养状况，并最终使患者

量为 104.6 ～ 125.5 kJ （
/ kg·d），蛋白质摄入量为

获益［48］。ESPEN 指南推荐 ：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

1.2 ～ 1.5 g （
/ kg·d）。经口摄入食物能量及各种营

患者的蛋白质摄入量应为 1.2 ～ 1.5 g /（kg·d）以

养素不足时，可适当补充口服营养补充剂。许多研

维持氮平衡［19］，轻度肝性脑病（Ⅰ、Ⅱ级）患者

究发现，口服补充富含支链氨基酸的营养混合物可

可不限制饮食或蛋白，对于患有重度肝性脑病（Ⅲ、

［45］

以更有效地刺激肝脏合成清蛋白

，改善肝纤维

化以及抑制肝硬化肝细胞癌的生长

［46］

，患者清蛋

Ⅳ级）患者应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入，但时间不宜
过长［49］，应补充富含支链氨基酸的肠外营养制剂。

白水平及能量代谢情况均优于普通进食者［47］。但

与动物蛋白相比，植物蛋白饮食更适合于肝性脑病

因其口感较差，患者往往难以长期坚持。如患者出

的患者。每天摄入 30 ～ 40 g 植物蛋白能满足人体

现厌食、恶心等消化道症状时，也可通过放置喂养

的需要［40，50］。研究表明，支链氨基酸能够提高蛋

管进行短时间肠内营养。通常情况下，代偿期肝硬

白质水平，改善肝功能，对肝性脑病患者有益［45-46］。

化患者很少通过肠外营养方式进行营养支持。中华

2.3

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推荐 ：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能

和生活质量非常重要。2006 年中国《肝衰竭诊疗

量供给量按 104.6 ～ 146.4 kJ （
/ kg·d），合并营养

指南》推荐 ：肝衰竭患者营养支持应以高碳水化合

［47］

不良时能量可增加，合并肝性脑病时应减低
ESPEN 肠外营养指南推荐

。

［26］

：当禁食时间大

于 72 小时或肠内营养不能实施时，应给予患者肠
外营养，推荐总能量摄入量为 1.3×REE，葡萄糖
为 2 ～ 3 g /（kg·d），葡萄糖提供能量占非蛋白质

肝衰竭 ：营养支持对改善肝衰竭患者的预后

物、低脂、适量蛋白质饮食为主，进食不足者每日
静脉补给足够的液体和维生素，保证每日 6 272 kJ

（1 500 kcal）以上的总能量［51］。2009 年 ESPEN 肠

外营养指南推荐 ：对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的营养干
预策略与肝硬化患者相同［27］。急性肝功能衰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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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氨基酸的摄入量为 0.8 ～ 1.5 g /（kg·d），可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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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J］．Liver Transpl，
2006，
12（9）：1310-1316.

0.8 ～ 1.2 g /（kg·d）脂肪制剂以降低胰岛素抵抗。

［3］ Mehrabi A，Fonouni H，Wente M，et al．Wound compfieations

维生素 Ｃ、维生素 E 可预防肝病的进展，推荐每

［4］ León Sanz M，Valero Zanuy MA. Nutritional assessment and

另外，通过膳食补充抗氧化维生素 ：维生素 A、

天进食 150 ～ 200 g 绿色蔬菜。严格限制摄入含铁

的动物血制品，因为铁过剩会促进肝病的进展和纤
维化，而多摄入锌可增加免疫力、提高食欲。对
于Ⅲ度或Ⅳ度肝性脑病患者来说，应补充富含支链
氨基酸的肠外营养制剂，同时监测其血糖、血脂、
电解质和血氨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3

营养管理模式的改进
目前，肝病患者营养管理模式多数是由单纯的

临床医师 / 营养医师（师）负责制，而理想的患者

营养管理模式是由“营养医师（师）、临床医师、
责任护士、临床药师”组成的“营养支持小组”管
理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将营养风险筛查、营养状
况评估与定期监测、营养方案制定与调整、营养途
径建立与维护、并发症与不良反应的监测与处理、
膳食治疗与指导等工作内容分工协作结合，有利于
营养支持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应用及患者的营养管
理，更大程度地提高营养支持的效率和效果，最终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改善营养状况，促进病情的恢
复。因此，此种管理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综上所述，肝移植受者均为 ESLD 患者，病情

复杂且普遍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肝移植前应
配合 MELD 或 CTP 分级评估采用综合营养评价法，
并对患者术前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人体

成分测定、间接能量测定等进行全面综合的营养评
价，确定其营养状况，并根据其代谢特征，通过合
适的途径提供适当的营养物质进行合理、有效的营
养支持，从而改善其营养状况和临床结局，增加肝
移植的成功率。此外，通过“营养医师（师）
、临
床医师、责任护士、临床药师”组成的“营养支
持小组”管理模式，更好地保障营养支持方案的
实施。（致谢冯玲为本文查找文献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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