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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重症患者实施早期肠内营养（EEN）期间腹泻的发生情况，分析影响 EEN 重症患者
发生腹泻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 30 家浙江省急诊重症加强治疗病房（EICU）和 ICU 2016 年 7 月至 8 月实
施 EEN 支持危重症患者，观察 EEN 期间 1 周内腹泻发生情况。按肠内营养（EN）期间是否发生腹泻将患者分
为腹泻组和非腹泻组。收集两组患者基础状况〔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白蛋白、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
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营养风险筛查（NRS2002）评分、主要疾病诊断〕和 EN 情况（喂养途径、输注方
式、制剂类型、4 d 和 7 d EN 量）以及临床治疗（是否使用机械通气、机械通气使用时间、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
物、是否使用胃肠动力药、是否使用益生菌）与临床转归（出院是否存活）资料等；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选出影响危重症患者 EEN 期间发生腹泻的相关危险因素。并绘
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危重症 EEN 患者发生腹泻的预测价值。结果  实施 EEN 的
510 例重症患者中，156 例发生腹泻，70.5%（110 例 /156 例）的腹泻发生于实施 EEN 4 d 内，持续时间 3 d 内较
多，腹泻次数每日 3～4 次较多。单因素分析显示，腹泻组患者年龄较非腹泻组明显升高（岁：69.42±17.94 比
65.76±17.69），机械通气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均较非腹泻组明显延长〔机械通气时间（d）：8（5，14）比 8（4，9），
ICU 住院时间（d）：11.5（8.0，19.0）比 9.0（6.0，14.0）〕，使用益生菌的比例和采用鼻肠管途径喂养比例均较非腹
泻组明显增多〔使用益生菌的比例：35.9%（56/156）比 16.4%（58/354），鼻肠管途径喂养比例：26.9%（42/156）
比 14.4%（51/35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使用益生菌是重症患者 EEN 期间发生腹泻的保护因素 

〔优势比（OR）＝0.447，95% 可信区间（95%CI）＝0.273～0.730，P＝0.001〕。ROC 分析显示益生菌预测腹泻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598（95%CI＝0.554～0.640），P＜0.001，敏感度为 35.9%，因 AUC＜0.7，认为用益
生菌预测腹泻的准确性和敏感性较差。结论  重症患者 EEN 期间腹泻发生率较高，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添加益生菌可减少腹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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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diarrhea  onset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uring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EEN).  Methods  Thirty  Zhejiang  Provincial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s  (EICU)  and  ICU  to 
implement EEN support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from July 2016 to August were enrolled, and the incidence of diarrhea 
within 1 week after EEN administration was observ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diarrhea group and a non-diarrhea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diarrhea occurred or not during EEN. The basic status data [sex,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albumin,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  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NRS2002), 
major  disease  diagnosis],  and  EN  status  (feeding  route,  infusion  method,  EN  type,  amount  of  EN  on  days  4  and  7),  
and clinical  treatment  (applying  following  treatments or not: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its duration, vasoactive drugs,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drugs, probiotics) and clinical outcomes  (survival after discharge or not) were collected  in  two 
group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indexe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btained  from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to  screen  out  the  relevant  risk  factors  of  occurrence  of  diarrhea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uring  EEN  administration.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analy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each risk  factor  for occurrence of diarrhea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EN therapy.  Results  Of 
the  51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EN,  156  had  diarrhea,  70.5%  (110/156)  had  diarrhea  within  4  days 
of EEN, most  diarrhea  lasts  for  3  days  and most  frequency  of  diarrhea was  3-4  times  a  day.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ge of patients in the diarrhe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diarrhea group (years: 
69.42±17.94 vs. 65.76±17.69),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ICU hospitalization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of  non-diarrhea  group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days):  8  (5,  14)  vs.  8  (4,  9),  ICU  hospitalization  time 
(days): 11.5 (8.0, 19.0) vs. 9.0 (6.0, 14.0)], the proportion of probiotics us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feeding by nasal tub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diarrhea group [proportion of probiotics: 26.9% (42/156) vs. 14.4% (51/354), 
proportion of nasal tube feeding: [26.9% (42/156) vs. 14.4% (51/35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probiotics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diarrhea during EE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odds ratio (OR) = 0.44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0.273-0.730, P = 0.001].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probiotics  predicting  diarrhea  was  0.598  (95%CI  =  0.554-0.640), P  <  0.001,  sensitivity  was  35.9%,  and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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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was less than 0.7, the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of predicting diarrhea with probiotics was considered to be relatively 
poor.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iarrhea is high in EEN in critical illness patients and its occurrence is related to 
various factors. The addition of probiotics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iarrhea.

【Key words】  Diarrhea;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Critical illness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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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危重症患者早

期肠内营养（EEN）支持治疗指南中已明确指出，只

要患者肠道状况允许，就应尽早使用［1］。EEN 可刺

激肠道蠕动，避免肠道菌群移位，并能为患者提供必

须的营养支持治疗。但 ICU 患者病情危重，肠内营

养（EN）治疗过程常伴随着多种并发症的发生，腹

泻是最为常见并发症之一［2］。国外文献研究显示，

ICU 患者 EN 期间腹泻发生率高达 14%～21%［1］。

腹泻发生会导致 EN 的中断，减少热量和蛋白质的

摄入量，从而继发水和电解质紊乱，损伤肠道黏膜而

增加患者病死率和 ICU 住院费用，同时也会大大增

加护理工作量。本研究旨在探讨 EEN 期间腹泻的

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合理 EN 支持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前瞻性横断面调查方法。选取

2016年7月至8月浙江省30家医院急诊ICU（EICU）

和 ICU 实施 EEN 患者 510 例。

1.1.1  腹泻的诊断标准：① 排便次数≥每日 3 次；

② 粪便量≥200 g/d；③ 粪便性质呈糊状或水样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第 5～7 类）。

1.1.2  纳入标准：① 年龄≥18 岁；② 预计 ICU 住

院时间超过 2 d，并拟行 EN 治疗。

1.1.3  排除标准：① ICU 住院期间未行 EN 治疗；

② 恶性肿瘤终末期；③ 既往患有伴腹泻症状的疾

病如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等；④ 有消化道重

建手术史；⑤ 急性消化道大出血。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对患者 

采取的治疗和检测得到过患者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按 EN 期间是否发生腹泻将患者分

为腹泻组和非腹泻组。

1.3  指标收集：收集患者入住 ICU、实施 EN 后开

始连续 7 d 或转出 ICU 期间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础

线性资料〔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急性生

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白蛋白、

营养风险筛查（NRS2002）评分、疾病分类〕和 EN

情况（喂养途径、输注方式、制剂类型、EN 4 d 和 7 d

量）以及临床治疗（是否需要机械通气、机械通气使

用时间、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是否使用胃肠动

力药、益生菌）与疾病转归。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

位数）〔M（QL，QU）〕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将单

因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选出影响危重症 EN 患者发生腹泻的相

关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各因素对危重症 EN 患者发生腹泻的预测价值。计

算 ROC 曲线下面积（AUC）来评估相关因素对腹泻

的预测能力，若 AUC＞0.7 认为是有效预测因子，若

AUC 在 0.8～0.9 之间认为是有较佳的预测准确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危重症患者 EEN 期间腹泻发生情况（表 1）：

510 例患者中，EEN 期间发生腹泻 156 例（30.6%），

多数腹泻发生于 4 d 内，持续时间 3 d 内较多，腹泻

次数每日 3～4 次较多。

表 1 156 例 EEN 腹泻患者 1 周内腹泻情况

项目 例数（%） 项目 例数（%） 项目 例数（%）

腹泻发生
  时间（d）

腹泻天数
  （d）

腹泻次数
  （次 /d）

  1 24（15.4）   1 67（42.9）   3 ～ 4 93（59.6）
  2 ～ 4 86（55.1）   2 ～ 3 60（38.5）   5 ～ 6 37（23.7）
  5 ～ 7 46（29.5）   4 ～ 7 29（18.6）   ≥ 7 26（16.7）

2.2  EEN 非腹泻与腹泻组危重症患者的基本情况

比较（表 2）：两组性别、BMI、APACHE Ⅱ、白蛋白、

NRS2002 评分、输注方式、制剂类型、4 d 和 7 d EN

量、是否使用机械通气、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是

否使用胃肠动力药、出院是否存活和病情转归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疾病分类中各种

疾病分布较广泛，但以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

血管系统、外科术后及创伤患者为主，其他各类疾

病基本均有涉及。

2.3  危重症患者 EEN 期间发生腹泻的单因素分析

（表 2～3）：单因素分析显示，腹泻组患者年龄较非

腹泻组偏大，机械通气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均较非

腹泻组明显延长，使用益生菌的比例和采用鼻肠管

途径喂养的比例较非腹泻组明显增多（均 P＜0.05）。

2.4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危重症患者 EEN

期间发生腹泻的相关因素（表 4）：将单因素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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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EN 非腹泻组和腹泻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特征
非腹泻组
（354 例）

腹泻组
（156 例）

χ2/t 值 P 值

性别（例）   0.152 0.697
  男性 232 105
  女性 122   51
年龄（岁，x±s） 65.76±17.69 69.42±17.94 -2.142 0.033
BMI（kg/m2，x±s） 21.76±3.40 21.42±3.20   1.034 0.302

APACHE Ⅱ
  （分，x±s）

20.12±6.66 19.04±6.53   1.687 0.092

白蛋白（g/L，x±s） 32.14±5.73 31.59±6.23   0.962 0.336

NRS2002 评分
  （分，x±s）

4.21±1.39 4.42±1.46 -1.604 0.109

疾病分类〔例（%）〕 5.738 0.333
  中枢神经系统 91（25.7） 40（25.6）
  呼吸系统 88（24.9） 33（21.2）
  创伤 / 烧伤 60（16.9） 28（17.9）
  心血管系统 31（  8.8） 13（  8.3）
  外科术后 29（  8.2） 7（  4.5）
  其他 55（15.5） 35（22.4）

表 3 影响重症患者 EEN 期间是否发生腹泻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非腹泻组
（354 例）

腹泻组
（156 例）

χ2/t 值 P 值 项目
非腹泻组
（354 例）

腹泻组
（156 例）

χ2/t 值 P 值

需要机械通气〔例（%）〕   0.308 0.579 输注方式〔例（%）〕 1.144 0.285
  是 283（79.9） 128（82.1）   间歇性输注   56（15.8）   19（12.2）
  否   71（20.1）   28（17.9）   持续性输注 298（84.2） 137（87.8）
机械通气时间〔d，M（QL，QU）〕8    （4   ，   9  ）8    （5   ，14   ）-3.204 0.007 EN 制剂类型〔例（%）〕 0.037 0.848
ICU 住院时间〔d，M（QL，QU）〕9.0（6.0，14.0）11.5（8.0，19.0）-3.242 0.001   整蛋白 284（80.2） 124（79.5）
血管活性药物〔例（%）〕   1.642 0.200   短肽   70（19.8）   32（20.5）
  是 122（34.5） 63（40.4） EN 量（mL，x±s）
  否 232（65.5） 93（59.6）   4 d    970.00±319.66    956.00±344.62 0.429 0.668
使用促胃肠动力药〔例（%）〕   1.033 0.309   7 d 1 076.00±316.54 1 062.00±339.45 0.366 0.715
  否 201（56.8） 81（51.9） 出院存活〔例（%）〕 282（79.7） 124（79.5） 0.002 0.964
  是 153（43.2） 75（48.1） 病情转归〔例（%）〕 1.134 0.769
使用益生菌〔例（%）〕 23.755 0.001   好转至普通病房 202（57.1） 88（56.4）
  否 296（83.6） 100（64.1）   转至其他 ICU 34（  9.6）   11（  7.1）
  是   58（16.4）   56（35.9）   自动出院

    （非病情恶化）
  48（13.6） 23（14.7）

喂养途径〔例（%）〕 11.377 0.001
  鼻胃管 303（85.6） 114（73.1）   死亡（含病情

    恶化出院）
  70（19.8） 34（21.8）

  鼻肠管   51（14.4）   42（26.9）

注：非腹泻组机械通气时间、4 d 和 7 d EN 量的患者数分别为 283、306、251 例；腹泻组机械通气时间、4 d 和 7 d EN 量的患者数分别为
128、147、128 例

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列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回归分

析，把年龄、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喂养途

径、益生菌列为赋值变量，结果显示，添加益生菌是

危重症患者早期 EN 期间腹泻的保护因素。

表 4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重症患者 EEN 腹泻的相关因素

变量 回归系数 sx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年龄   0.010 0.006   2.230 0.135 1.010 0.997 ～ 1.023
机械通气时间   0.009 0.019   0.250 0.617 1.009 0.973 ～ 1.047
ICU 住院天数   0.015 0.015   0.991 0.319 1.015 0.986 ～ 1.046
喂养途径 -0.480 0.271   3.130 0.077 0.619 0.363 ～ 1.053
益生菌 -0.806 0.251 10.325 0.001 0.447 0.273 ～ 0.730

  注：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1 益生菌预测重症患者 EEN 发生腹泻的 ROC 曲线

－ 

2.5  ROC 曲线分析（图 1）：益生菌预测腹泻的

AUC 为 0.598（95%CI＝0.554～0.640），P＜0.01 敏

感度为 35.90%，特异度为 83.62%，因 AUC＜0.7，认

为用益生菌预测腹泻的准确性和敏感性较差。

3 讨 论 

  重症患者 EEN 的重要性已被重症医学工作者

认可［3］，EEN 被认为能保护患者胃肠道黏膜屏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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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功能完整性，减轻黏膜通透性，减少肠道菌群

移位，促进肠道蠕动，增加肠道血液供应，提高局部

和全身免疫功能［4-5］。但对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肠

道循环障碍的患者开始实施 EN 的时间和方式仍存

在争议。因为肠道循环不良可能造成肠道缺血及肠

黏膜损伤，使病情恶化，因此应辨证施治，才能使这

部分患者从 EEN 中获益［6］。多项研究中显示，实施

EEN，可缩短患者 ICU 住院时间，减少肺炎发生率，

降低患者病死率，显著降低住院费用［7-8］。但严重

休克未纠正、EN 液输注速度过快［9］、中枢性疾病导

致的胃肠功能障碍［10］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导致危重

症患者出现胃肠道不耐受而发生呕吐、腹泻等并发

症，使得 EN 治疗不得不减量甚至中断。

  本研究收集浙江省内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性医

院 EICU 和 ICU 收治的 24～48 h 内开展 EN 治疗患

者的病例资料，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进入 ICU 时的

基础状况、BMI、NRS2002 评分、APACHE Ⅱ评分、

白蛋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两组年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多因素相关分析中被排除；

两组整蛋白和短肽 EN 腹泻发生概率相当；两组 EN

制剂类型、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胃肠动力药物的

使用、是否需要机械通气、4 d 和 7 d EN 液体量、病

情转归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本研究显示，

益生菌的使用可减少腹泻的发生，与国外研究干酪

乳酸杆菌治疗可减少 ICU 抗菌药物相关腹泻的结

果［11］一致，推测可能与益生菌的使用减少了抗菌药

物相关腹泻的发生有关，但 ROC 分析显示，若用益

生菌预测腹泻其准确性较差。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

示，腹泻组机械通气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均较非腹

泻组明显延长；但再进一步行多因素相关分析显示，

机械通气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不是腹泻发生的危

险因素，考虑危重症患者病情复杂，腹泻发生的影响

因素较多，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虽为多中心，但单个中心样本量少，总体

样本量仍较少，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 EICU 和 ICU

患者病种、病情危重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

而能导致腹泻相关因素出现偏倚，以及导致腹泻的

相关因素较多，如 EN 喂养过程有无加热，喂养期间

抗菌药物的使用等在本次研究中未进行探讨，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完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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