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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鼻饲肠内营养（EN）乳剂瑞代与混悬液百普力对体外循环（CPB）术后机械通气高血
糖患者血糖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入住金华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的
CPB 心脏术后机械通气高血糖患者 40 例，按术后给予 EN 制剂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瑞代组（21 例）和百普力组 

（19例）。两组均给予合理镇痛镇静，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及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常规治疗。入住ICU 24～48 h 
内开始给予 EN，并根据理想体质量计算所需热卡量。瑞代组鼻饲瑞代行 EN 治疗，滴速由 20～30 mL/h 开始，
根据患者耐受情况，逐渐增加至 50～100 mL/h；百普力组鼻饲百普力，喂养方式同瑞代组。观察两组患者机
械通气时间、餐后 2 h 血糖水平和血糖增加率；EN 后 3 d 测定糖化白蛋白（GA）和血清甘油三酯（TG）水平以
及术后第 1 次排便时间。结果  EN 后，瑞代组和百普力组机械通气时间、3 d 后 TG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机械通气时间（h）：31.52±19.56 比 27.26±14.35，3 d 后 TG（mmol/L）：1.32±0.37 比 1.62±0.57，均
P＞0.05〕。瑞代组餐后 2 h 血糖和血糖增加率以及 3 d 后 GA 均显著低于百普力组〔餐后 2 h 血糖（mmol/L）：
7.68±1.20 比 11.60±1.69，餐后 2 h 血糖增加率：（-0.01±0.15）% 比（0.39±0.24）%，3 d 后 GA：（12.81±1.64）%
比（16.32±2.35）%，均P＜0.01〕。瑞代组患者术后第1次排便时间较百普力组更早（d：2.48±0.51比3.84±0.69， 
P＜0.01）。结论  CPB 心脏术后机械通气高血糖患者应用 EN 乳剂瑞代对血糖水平的影响较混悬液百普力小，
血糖稳定性更好，能使患者更早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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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nasal  feeding  with  different  enteral  nutrition  (EN)  agents, 
TPF-D emulsion and Briprin (SP) suspension on blood glucose level in patients with hyperglycemia und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of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CPB).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hyperglycemia  after  CPB  cardiac  surgery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Jinhua People's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N preparations 
given  after  the  surger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TPF-D  group  (21  cases)  and  a  Briprin  group 
(19  case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easonable  analgesia,  sedation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o  maintain  the 
hemodynamic  stability  and  balances  between  water  electrolytes  and  acid-base.  EN  therapy  was  applied  within  24  ~  
48 hours after ICU admission and caloric requirements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ideal body weight. The EN treatment 
in TPF-D group was given by TPF-D nasal feeding, the drip rate started from 20-30 mL/h and gradually increased to 
50-100 mL/h according to patients' tolerance; in the Briprin group, EN was given by nasal feeding of SP, and the feeding 
mode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TPF-D group.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postprandial 2 hours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blood glucose increas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 glycosylated albumin (GA) and serum triglyceride (TG) 
levels were measured 3 days after E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efecation time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EN  therap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TG  level  after  3  days  of EN  treatment  between  the TPF-D group  and  the  SP  group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hours): 31.52±19.56 vs. 27.26±14.35, TG (mmol/L) after 3 days of EN therapy: 1.32±0.37 vs. 1.62±0.57, both  
P > 0.05]. The glucose level and glucose increase rate at postprandial 2 hours, and GA level after 3 days of EN therapy in 
TPF-D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P group [glucose level 2 hours postprandial (mmol/L): 7.68±1.20 
vs.  11.60±1.69,  the  glucose  increase  rate  at  2  hours  postprandial:  (-0.01±0.15)%  vs.  (0.39±0.24)%,  and  GA 
after 3 days of EN therapy: （12.81±1.64）% vs. （16.32±2.35）%, all P < 0.01]. The time of the first bowel movement in 
the TPF-D group was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SP group (days: 2.48±0.51 vs. 3.84±0.69, P < 0.01).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applying  TPF-D EN  emulsion  was  less  than  that  of  SP  suspension  on  glucose  level  in  post-operative  CPB 
patients with hyperglycemia and aft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howing when using TPF-D, the stability of blood glucose 
is better and defecation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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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后高血糖在体外循环（CPB）心脏术后机械

通气患者中较为常见，其发生机制受多种因素影响，

且术后高血糖与并发症的发生及预后密切相关［1］。

积极有效控制术后血糖，可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

死率，改善预后。心脏术后患者术前营养状态普遍

较差，在机械通气治疗期间耗能量增加，早期、合理

营养支持极为重要［2］。肠内营养（EN）乳剂瑞代中

的碳水化合物主要为缓释淀粉和果糖，能降低淀粉

酶的水解率和血糖水平。本研究观察给予 CPB 术

后机械通气高血糖患者鼻饲瑞代和百普力，对患者

血糖水平的影响，以期为 CPB 术后机械通气高血糖

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

入住本院重症医学科（ICU）的 CPB 心脏术后机械

通气高血糖患者 40 例。

1.1.1  纳入标准：① 患者餐前血糖均大于正常值高

限（6.11 mmol/L），且既往无糖尿病史。② 无脂肪代

谢障碍病史和消化性溃疡及甲状腺疾病史。③ 机

械通气时血流动力学稳定，EN 支持前血乳酸水平

均＜4 mmol/L。④ 无 EN 禁忌证。

1.1.2  排除标准：① 术后曾行体外皮质激素治疗。

② 术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③ 有 EN 禁忌证。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通过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授权（审批号：2019-01-27）， 

对患者采取的治疗和检测得到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

同意。

1.2  一般资料和分组：患者中单瓣膜置换术后 

19例，多瓣膜置换术后13例，其他心脏术后（冠脉旁

路移植术、室间隔和房间隔缺损修补、心房黏液瘤

摘除术等）8例。术中主动脉阻断时间45～120 min， 

CPB 时间 90～180 min。将患者按术后给予 EN 制

剂的不同分为瑞代组（21 例）和百普力组（19 例）。

两种不同 EN 制剂具体成分见表 1。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血乳酸、餐前血糖、白蛋白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2），说明两组资

料均衡，有可比性。

表 2 不同 EN 制剂两组 CPB 心脏术后机械通气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乳酸（mmol/L，x±s） 餐前血糖
（mmol/L，x±s）

白蛋白
（g/L，x±s）男性 女性 入 ICU 时 入 ICU 6 h 后

瑞代组 21   7 14 59.00±10.44 3.21±1.12 2.07±0.81 7.85±1.34 32.82±3.33
百普力组 19 12   7 55.16±15.25 2.21±0.55 2.21±0.55 8.19±1.18 33.68±3.95

χ2/t 值 3.56 0.94 0.53 -0.62 -0.85 -0.75
P 值 0.66 0.35 0.60   0.54   0.40   0.46

表 1 两种 EN 制剂的成分

剂型
规格

（mL）
蛋白质
（g）

脂肪
（g）

碳水化合物
（g）

膳食纤维
（g）

瑞代 500 17 16 60 7.5
百普力 500 20      8.5 88 无

表 3 不同 EN 制剂两组 CPB 心脏术后机械通气患者治疗后相关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机械通气
时间（h）

餐后 2 h 血糖
（mmol/L）

餐后 2 h 血糖
增加率（%）

3 d 后
GA（%）

3 d 后 TG
（mmol/L）

术后第 1 次排便
时间（d）

瑞代组 21 31.52±19.56 7.68±1.20 -0.01±0.15 12.81±1.64 1.32±0.37 2.48±0.51
百普力组 19 27.26±14.35 11.60±1.69 a         0.39±0.24 a   16.32±2.35 a 1.62±0.57   3.84±0.69 a

注：与瑞代组比较，aP＜0.01

1.3  EN 方式：两组患者术后均接受机械通气治疗，

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及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两组

患者均于入住 ICU 24～48 h 内开始行 EN，并根据

理想体质量计算所需热卡量。

1.3.1  瑞代组鼻饲瑞代行 EN 治疗，滴速由 20～ 

30 mL/h 开始，根据患者耐受情况，逐渐增加至 50～ 

100 mL/h。

1.3.2  百普力组鼻饲百普力行 EN 治疗，喂养方式

同瑞代组。

1.4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餐后 

2 h血糖水平和血糖增加率、鼻饲EN 3 d后糖化白蛋

白（GA）、甘油三酯（TG）水平及术后第1次排便时间。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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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结果显示，EN 后，两组机械通气时间、3 d

后 TG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瑞代组餐后 2 h 血糖和血糖增加率以及 3 d 后 GA

均显著低于百普力组；瑞代组患者术后第 1 次排便

时间较百普力组更早（均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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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CPB 后可引起血糖升高，而高血糖是 CPB 术后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心脏术后高血糖可增加

并发症的发生率、延长 ICU 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

用。术后高血糖的其发生机制有：① 应激和手术创

伤引起儿茶酚胺、胰高血糖素、生长激素、糖皮质激

素等升糖激素分泌增加和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

抗又称 “创伤性糖尿病”，是指在手术应激状态下，

通过多种信号转导途径引起糖代谢异常和胰岛素受

体调节异常而引起的血糖升高［4］。② CPB 可刺激

机体产生炎症介质、促进细胞因子释放而引起血糖

升高，而高血糖又可促进机体 T 淋巴细胞激活与增

殖，造成恶性循环，促进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的释

放。③ CPB 过程中，低温可直接或间接抑制胰岛素

分泌，升高血糖［5］；另外，CPB 预冲液中葡萄糖含量

过多也是常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营养筛查量表（NRS 2002） 

评分在预测营养风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已被欧洲

临床营养和代谢协会（ESPEN）推荐为住院患者营

养风险筛查的首选工具［6-7］。接受 CPB 手术的患者

应常规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目前有关心血管疾病

和术后患者营养支持的研究不多，ESPEN 推荐在应

激与代谢状态稳定后，能量供给量需适应增加［8-9］。

本研究对入选病例均采取经鼻胃管进行 EN，两组

分别选用含膳食纤维的瑞代和不含膳食纤维的百普

力，比较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和相关参数的变化，结果

显示，两组机械通气时间和 TG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瑞代组餐后 2 h 血糖和 3 d 后 GA 显著低

于百普力组，餐后血糖增加率显著低于百普力组，提

示瑞代组血糖波动幅度小。

  EN 乳剂瑞代作为一种新型的配方，其缓释淀粉

（木薯淀粉和玉米淀粉）通过氢键结合形成聚合物或

脂 - 淀粉复合物，可降低淀粉酶的水解率，减少患者

葡萄糖负荷；其中果糖经小肠缓慢吸收，能更好地

控制血糖；其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胃肠道功

能，延缓糖类吸收，促进胃肠蠕动，在降低血糖的同

时，尽早促进排便。EN 混悬液百普力是预消化、短

肽型 EN 制剂，消化吸收利用率高，但与瑞代相比，

口感稍差。有研究显示，相比百普力，瑞代不但可以

有效改善心力衰竭（心衰）患者营养状态，还能更好

地控制血糖，改善患者心功能，且不良反应更少［10］；

同时给予心衰积极的营养支持，可提高患者的机体

营养状态、降低炎症反应，改善心功能［11］。本研究

提示，瑞代组患者术后第 1 次排便时间更早。

  GA 是一种反映血糖近期变化的良好指标，受血

脂影响小，能在血糖变化显著时更准确和及时反映

血糖水平。本研究显示，瑞代组 3 d 后 GA 显著低于

百普力组，提示瑞代组在营养前后血糖波动幅度小，

术后血糖控制更好。心脏手术创伤大，术后良好的

镇痛镇静有利于减轻手术创伤的应激反应［12］。本研

究在机械通气过程中均给予右美托咪定镇痛镇静，

人机协调、血流动力学稳定；瑞代组入 ICU 时血乳

酸及 6 h 后血乳酸与百普力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两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CPB 心脏术后机械通气高血糖患者

应用 EN 乳剂瑞代，优于 EN 混悬液百普力，其对餐

后血糖水平影响小，餐后 2 h 血糖增加率低，血糖稳

定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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