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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ω-3 不饱和脂肪酸肠内营养对老年心力衰竭 
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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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 ω-3 不饱和脂肪酸肠内营养（EN）对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杭州市老年病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收治的 126 例老年 HF 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营养制剂不同分为瑞先组和瑞能组，每组 63 例。瑞能组给予瑞能营养液（ω-3 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 3 g/L）治疗；瑞先组给予瑞先营养液治疗。按体质量计算所需热量标准，两组均为 104.6～ 
125.5 kJ·kg-1·d-1。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转铁蛋白（TRF）、白细胞介素 -6 

（IL-6）、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等指标，以及 CD3+、CD4+、CD8+、CD4+/CD8+

等 T 淋巴细胞亚群，血浆 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左室射血分数（LVEF）的变化，并观察两组预后
指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Alb、PA 和 TRF 水平及免疫功能指标 CD3+、CD4+、
CD8+、CD4+/CD8+ 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均 P＜0.05），血清 IL-6、hs-CRP、TNF-α 和 NT-proBNP 水平均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均 P＜0.05），且治疗后瑞能组上述指标的变化较瑞先组更显著〔Alb（g/L）：36.91±4.49 比
36.31±3.95，PA（mg/L）：190.26±15.39 比 188.51±17.62，TRF（g/L）：2.31±0.44 比 2.25±0.71，IL-6（ng/L）：
312.53±42.69 比 372.45±51.25，hs-CRP（mg/L）：20.43±15.72 比 35.81±14.28，TNF-α（ng/L）：81.36±17.32
比 152.67±21.71，CD3+：0.59±0.06 比 0.55±0.05，CD4+：0.33±0.05 比 0.28±0.04，CD8+：0.23±0.03 比
0.21±0.04，CD4+/CD8+：1.55±0.34比 1.36±0.41，NT-proBNP（ng/L）：149.00±0.38比 242.00±0.56，均 P＜0.05〕；
瑞能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均较瑞先组明显缩短〔ICU 住院时间（d）：9.41±3.19 比 12.39±3.75，
总住院时间（d）：15.24±4.63 比 18.26±5.18，均 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瑞先组降低〔4.76%（3/63）
比 17.46%（11/63），P＜0.05〕；瑞能组和瑞先组心功能指标 LVEF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0.418±0.053 比
0.417±0.052，P＞0.05）。结论  早期应用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可改善老年 HF 患者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和
预后，减轻炎症反应，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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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ω-3 unsaturated fatty acid enteral nutrition (EN) 
for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HF).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ix elderly patients with 
HF admitted to Hangzhou Geriatric Hospital from April 2013 to April 2018 were enrolled to be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TPF group and a TPF-T group (63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nutrition 
preparation. The nasal feeding with EN solution rich in ω-3 unsaturated fatty acid was applied in the TPF-T group; while 
in the TPF group, nasal feeding with common EN solution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body mass quantity to calculate 
the necessary heat standard, the target energy established for the two groups was 104.6-125.5 kJ·kg-1·d-1. The changes 
of levels of albumin (Alb), prealbumin (PA), transferrin (TRF), interleukin-6 (IL-6),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T lymphocyte subsets such as CD3+, CD4+, CD8+, CD4+/CD8+, plasma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prognostic indexe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lso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Alb, PA, TRF, and  the  immune  function  indexes CD3+, 
CD4+,  CD8+,  CD4+/CD8+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all P  <  0.05),  while  the  serum  levels  of  IL-6,  
hs-CRP, TNF-α and NT-proBNP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all P  < 0.05), moreover,  the degrees  of 
changes  in  the  above  parameters  in  the  TPF-T  group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in  the  TPF  group  [Alb  (g/L): 
36.91±4.49  vs.  36.31±3.95,  PA  (mg/L):  190.26±15.39  vs.  188.51±17.62,  TRF  (g/L):  2.31±0.44  vs.  2.25±0.71, 
IL-6  (ng/L):  312.53±42.69  vs.  372.45±51.25,  hs-CRP  (mg/L):  20.43±15.72  vs.  35.81±14.28,  TNF-α  (ng/L):  
81.36±17.32  vs.  152.67±21.71,  CD3+:  0.59±0.06  vs.  0.55±0.05,  CD4+:  0.33±0.05  vs.  0.28±0.04,  CD8+: 
0.23±0.03  vs.  0.21±0.04,  CD4+/CD8+:  1.55±0.34  vs.  1.36±0.41,  NT-proBNP  (ng/L):  149.00±0.38  vs. 
242.00±0.56, all P < 0.05];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length of stay, the total hospital length of stay in the TPF-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TPF group  [ICU  length  of  stay  (days):  9.41±3.19  vs.  12.39±3.75, 
total hospital length of stay (days): 15.24±4.63 vs. 18.26±5.18, both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TPF-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PF group: [4.76%(3/63) vs. 17.46% (11/63), P < 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between the TPF-T group and TPF group (LV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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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和抗应

激能力下降，主要原因可能与营养摄入不足、消耗

增加及存在多种物质调节失衡有关。当患者受到感

染、创伤等打击时，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肠道通透

性增加，发生肠源性感染，进一步降低患者免疫功

能，尤其是 T 淋巴细胞功能，导致 HF 进一步恶化，

是目前老年 HF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良好

的营养支持系统有利于 HF 患者后期康复，尤其是

肠道功能显著降低的老年患者。ω-3不饱和脂肪酸

能促进白细胞活化，调节炎症因子释放，参与过度炎

症反应的调控。研究表明，ω-3 不饱和脂肪酸对肿

瘤和危重症患者的免疫功能有重要调节作用［2-3］。 

但 ω-3 不饱和脂肪酸对老年 HF 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观察 ω-3 不饱和脂

肪酸肠内营养（EN）对老年 HF 患者 T 淋巴细胞免

疫功能的影响，探讨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在老年

HF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本

院重症医学科（ICU）收治的 126 例老年 HF 患者。

1.1.1  纳入标准： ① 年龄≥65 岁； ② 符合 2014 年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HF 诊治指南标准［4］，美国纽

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级； ③ 营

养风险筛查量表（NRS2002）评分≥3 分［5］； ④ 能

耐受鼻饲营养。

1.1.2  排除标准： ① 存在 EN 禁忌证； ② 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 ③ 合并免疫性疾病且使用免疫抑制剂

治疗； ④ 恶性肿瘤晚期； ⑤ 对研究药品制剂成分

过敏或有先天性代谢障碍； ⑥ 多器官功能衰竭。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并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审批号：〔2019〕科研医伦

审第 101 号 -01），患者或家属对治疗和检测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分组及营养方法：将患者按营养制剂不同分

为瑞能组和瑞先组，每组 63 例。患者入院后即给予

抗 HF、对症支持、纠正酸碱失衡及水电解质紊乱等

治疗。瑞能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鼻肠管营养

泵 24 h 给予含有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乳剂瑞能 

（由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ω-3 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 3 g/L）；瑞先组采用鼻肠管营养泵 24 h 给予 EN

乳剂瑞先（由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按体质量计

算热量标准，两组均为 104.6～125.5 kJ·kg-1·d-1，并

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逐步调节用量及输注速度，治

疗 1～3 d 从 1/3 量逐步过渡至全量，共 2 周。

1.3  观察指标：于患者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清晨采

集空腹外周静脉血 10 mL，离心分离血清和血浆用

于后续研究指标检测。

1.3.1  营养指标：采用干化学法检测两组血清白蛋

白（Alb）、前白蛋白（PA）和转铁蛋白（TRF）水平。

1.3.2  炎症反应指标：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两

组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两组血清白细胞介素 -6

（IL-6）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试剂盒

均购自德国西门子有限公司。

1.3.3  免疫功能指标：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 

T 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

1.3.4  心功能指标：采用心脏超声测定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左室射血分数（LVEF）；采用非均相免疫法

检测血浆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水

平，试剂盒购自德国西门子有限公司。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基线资料比

较（表 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

NYHA 心功能分级、合并症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

2.2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治疗前后

Alb、PA 和 TRF 水平比较（表 2）：两组患者治疗前

血清 ALb、PA 和 TRF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

疗前显著升高，且瑞能组升高程度较瑞先组更显著

（均 P＜0.05）。

2.3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治疗前后炎

症反应指标水平比较（表 2）：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IL-6、hs-CRP 和 TNF-α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0.418±0.053  vs.  0.417±0.052,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application  of ω-3 unsaturated  fatty  acid EN may 
improve  the  immunologic  function of T  lymphocytes as well as prognosis,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F,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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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均 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IL-6、hs-CRP

和 TNF-α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瑞能组治疗后

上述指标均显著低于瑞先组（均 P＜0.05）。

2.4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表 3）：两组患者治疗前 CD3+、 

CD4+、CD8+、CD4+/CD8+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治疗后两组 CD3+、CD4+、CD8+、

CD4+/CD8+ 水平均显著升高（均 P＜0.05），且瑞能

组治疗后上述指标的升高程度较瑞先组更显著 

（均 P＜0.05）。

表 2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治疗前后营养状况及炎症反应指标的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Alb
（g/L）

PA
（mg/L）

TRF
（g/L）

IL-6
（ng/L）

hs-CRP
（mg/L）

TNF-α
（ng/L）

瑞先组 治疗前 63 33.96±4.68  167.14±17.24 2.13±0.48 486.52±62.85 44.68±19.52 241.68±25.91
治疗后 63 36.31±3.95 a 188.51±17.62 a 2.25±0.71 a 372.45±51.25 a 35.81±14.28 a 152.67±21.71 a

瑞能组 治疗前 63 33.13±4.13 166.51±21.67 2.17±0.51 492.52±68.19 45.95±20.35 245.25±27.61
治疗后 63 36.91±4.49 ab 190.26±15.39 ab 2.31±0.44 ab 312.53±42.69 ab 20.43±15.72 ab   81.36±17.32 ab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瑞先组治疗后比较，bP＜0.05

表 3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治疗前后
CD3+、CD4+、CD8+、CD4+/CD8+ 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CD3+ CD4+

瑞先组 治疗前 63 0.51±0.05 0.25±0.03
治疗后 63 0.55±0.05 a 0.28±0.04 a

瑞能组 治疗前 63 0.51±0.05 0.25±0.03
治疗后 63 0.59±0.06 ab 0.33±0.05 ab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CD8+ CD4+/CD8+

瑞先组 治疗前 63 0.20±0.05 1.27±0.51
治疗后 63 0.21±0.04 a 1.36±0.41 a

瑞能组 治疗前 63 0.20±0.04 1.24±0.49
治疗后 63 0.23±0.03 ab 1.55±0.34 ab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瑞先组治疗后比较，bP＜0.05

表 1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BMI
（kg/m2，x±s）

NYHA 心功能分级〔例（%）〕

男性 女性 Ⅱ级 Ⅲ级 Ⅳ级

瑞先组 63 34 29 72.58±7.92 18.36±1.05 21（33.33） 30（47.62） 12（19.05）
瑞能组 63 32 31 73.43±8.23 18.19±1.13 22（34.92） 28（44.44） 13（20.63）

组别
例数
（例）

合并症〔例（%）〕

脑血管疾病 COPD 慢性肺心病 呼吸衰竭 ACS 缺血性心肌病 高血压

瑞先组 63 4（6.35） 8（12.70） 13（20.63） 11（17.46） 6（  9.52） 12（19.05） 8（12.70）
瑞能组 63 5（7.94） 6（  9.52） 11（17.46）   8（12.70） 9（14.29） 13（20.63） 7（11.11）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为肺源性心脏病；ACS 为急性冠脉综合征

表 4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
心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LVEF NT-proBNP（ng/L）

瑞先组 治疗前 63 0.412±0.054 297.00±0.73
治疗后 63 0.417±0.052 242.00±0.56 a

瑞能组 治疗前 63 0.411±0.049 309.00±0.82
治疗后 63 0.418±0.053 149.00±0.38 ab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瑞先组治疗后比较，bP＜0.05

表 5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
预后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ICU 住院时间
（d，x±s）

总住院时间
（d，x±s）

不良反应发生率
〔%（例）〕

瑞先组 63 12.39±3.75 18.26±5.18 17.46（11）
瑞能组 63   9.41±3.19 a 15.24±4.63 a   4.76（  3） a

注：与瑞先组比较，aP＜0.05

2.6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预后及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表 5）：瑞能组 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

院时间均较瑞先组缩短，不良反应发生率较瑞先组

明显降低（均 P＜0.05）。

2.5  不同营养制剂两组老年 HF 患者心功能指标

比较（表 4）：两组患者治疗前心功能指标 LVEF、

NT-proBN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两组治疗后 LVEF 均较治疗前升高，但两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NT-proBNP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瑞能组治疗后明显

低于瑞先组（P＜0.05）。

3 讨 论

  感染是诱发老年患者 HF 的主要因素之一，而

免疫功能低下是老年患者易受病毒、细菌感染的一

个重要原因。另外，HF 患者往往存在细胞免疫功

能异常，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和心功能减退，辅助性 

T 淋巴细胞数量逐渐减少，加之炎症细胞因子过度

激活，诱发和促进了 HF 的发生发展。

  ω-3 不饱和脂肪酸不仅能为机体提供能量，参

与脂类介质的合成，影响细胞膜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而且还能调节免疫功能，影响细胞内核受体介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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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导，促进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白细胞激活和

内皮细胞活化［6］。到目前为止，ω-3 不饱和脂肪

酸作为有效的免疫调节制剂，已广泛应用于围手术

期和各种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已有研究显示，ω-3

不饱和脂肪酸能改善胃癌患者术后的营养状况，减

轻炎症反应，提高免疫功能［7］。徐静等［8］报道，在

治疗老年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时加用 ω-3 不饱和

脂肪酸，不仅安全性高，而且还能有效改善患者肠

黏膜屏障功能，提高机体营养水平，降低胰腺感染

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样，一项 84 例重症呼吸

衰竭（呼衰）患者的临床研究显示，ω-3 不饱和脂

肪酸 EN 可改善营养状况，从而有利于改善预后［9］。

尽管 ω-3 不饱和脂肪酸被证实在调节机体炎症反

应和免疫功能紊乱中可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缺乏针

对老年 HF 患者的临床研究，尤其是对 T 淋巴细胞

功能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为此，本研究探讨

了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在老年 HF 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结果显示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不仅能改

善老年 HF 患者营养状况，还能降低 IL-6、TNF-α

和 hs-CRP 水平，同时升高 CD3+、CD4+、CD8+ 及

CD4+/CD8+ 水平，表明 ω-3 不饱和脂肪酸 EN 能提

高老年 HF 患者的 T 淋巴细胞水平，进而改善患者

免疫功能，降低炎症反应。

  老年 HF 患者往往存在 T 淋巴细胞亚群异常，

CD3+ 细胞能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抗原决定

簇协助 T 细胞识别抗原呈递细胞，数量降低时提示

机体免疫功能减弱。CD4+ 细胞能辅助 B 淋巴细胞

分化，产生特异性抗体，并激活其他免疫反应［10］。

CD8+ 细胞能抑制抗体表达和分泌，表现为免疫功

能抑制［11］。张莹等［12］发现在老年慢性 HF 合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的患者中，

血清 Alb 水平和 T 淋巴细胞亚群数呈正相关，显示

患者的营养状况与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关系密切。

Freeman［13］提出 ω-3 不饱和脂肪酸能通过影响机

体免疫功能，改善心肌能量代谢以达到预防心血管

疾病的效果，并且有利于控制 HF 患者的体质量和

心律失常的发生。最新研究显示，ω-3 不饱和脂肪

酸能通过降低系统和局部炎症反应，改善左心室重

构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14］。

  综上所述，在老年 HF 患者中早期应用 ω-3 不

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减轻炎症反

应，缩短住院时间，且安全性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观察周期较短，尚需要进一步的多中心、前瞻性

研究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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