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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间期体重增幅并不能影响患者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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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长期血透患者营养状态与透析间期体重增加渊蚤灶贼藻则凿蚤葬造赠贼蚤糟 憎藻蚤早澡贼 早葬蚤灶袁陨阅宰郧冤之间的关系袁为临床预防长
期血透患者的营养不良提供方向遥 方法院收集本院血液净化中心 圆园员园 年 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苑 月间慢性肾脏疾病终末期维持性血液
透析的患者 员圆猿 例袁选择 远 项血清学标志物渊肌酐尧白蛋白尧前白蛋白尧血钾尧血磷尧总胆固醇冤及 远 项客观人体学参数作为评价患

者营养状态的指标遥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将所有入选患者按照 陨阅宰郧豫分成 猿 组院粤 组院陨阅宰郧豫约猿豫曰月 组院猿豫约陨阅宰郧豫约缘豫曰

悦 组院陨阅宰郧豫跃缘豫遥 取 猿 个时间点院研究前渊研究之初冤尧研究中渊第 远 个月末冤和研究后渊第 员圆 个月末冤测量患者的营养指标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有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并对 陨阅宰郧豫与各营养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等级相关分析遥 结果院研究之

初尧 研究中尧 研究终末 猿 组患者分别进行各营养指标的比较袁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等级相关性分析结果提示不同的 陨阅宰郧豫与各营养指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陨阅宰郧 与患者的
营养状态没有关系袁陨阅宰郧豫与各营养指标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袁控制患者 陨阅宰郧豫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不
会影响患者的长期营养状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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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灶贼藻则凿蚤葬造赠贼蚤糟 憎藻蚤早澡贼 早葬蚤灶 凿燥藻泽 灶燥贼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贼澡藻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 燥枣 澡藻皂燥凿蚤葬造赠泽蚤泽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悦匀耘晕 再怎灶员袁在匀粤晕郧 匝蚤灶员袁蕴陨哉 匀怎葬圆鄢

渊员月造燥燥凿 孕怎则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悦藻灶贼藻则袁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砸藻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驭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砸藻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袁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葬灶贼燥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灶贼燥灶早 圆圆远园园员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造燥灶早 贼藻则皂 澡藻皂燥凿蚤葬造赠泽蚤泽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爷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泽贼葬贼怎泽 葬灶凿 蚤灶贼藻则凿蚤葬造赠贼蚤糟

憎藻蚤早澡贼 早葬蚤灶 渊陨阅宰郧冤袁蚤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贼澡藻 早怎蚤凿葬灶糟藻 枣燥则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灶早 燥枣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爷 皂葬造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云则燥皂 圆园园愿 粤怎早怎泽贼 贼燥

圆园园苑 允怎造赠袁员圆猿 皂葬蚤灶贼藻灶葬灶糟藻 澡藻皂燥凿蚤葬造赠泽蚤泽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藻灶凿 泽贼葬早藻 燥枣 糟澡则燥灶蚤糟 噪蚤凿灶藻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燥枣 燥怎则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猿
早则燥怎责泽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陨阅宰郧豫渊陨阅宰郧 辕 凿则赠 憎藻蚤早澡贼冤援 郧则燥怎责 粤院陨阅宰郧豫 约猿豫 曰郧则燥怎责 月院猿豫 约陨阅宰郧豫约缘豫曰郧则燥怎责 悦院陨阅宰郧豫跃缘豫援 杂蚤曾

泽藻则燥造燥早蚤糟 皂葬则噪藻则泽 葬灶凿 泽蚤曾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憎藻则藻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葬泽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藻泽 贼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援 粤
则藻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怎凿赠 憎葬泽 葬凿燥责贼藻凿 贼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葬贼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贼蚤皂藻 责燥蚤灶贼泽院遭藻枣燥则藻 泽贼怎凿赠 渊蚤灶 贼澡藻 遭藻早蚤灶灶蚤灶早冤袁葬皂蚤凿 泽贼怎凿赠
渊葬贼 贼澡藻 藻灶凿 燥枣 贼澡藻 泽蚤曾贼澡 皂燥灶贼澡冤袁葬枣贼藻则 泽贼怎凿赠 渊葬贼 贼澡藻 藻灶凿 燥枣 贼憎藻造枣贼澡 皂燥灶贼澡冤袁葬灶凿 泽蚤灶早造藻 枣葬糟贼燥则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增葬则蚤葬灶糟藻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泽援 粤贼 贼澡藻 泽葬皂藻 贼蚤皂藻袁则葬灶噪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葬泽 葬造泽燥 怎泽藻凿 贼燥 泽贼怎凿赠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陨阅宰郧豫 葬灶凿 葬造造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晕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燥 藻葬糟澡 燥贼澡藻则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泽 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 蚤灶 贼澡藻 遭藻早蚤灶灶蚤灶早袁蚤灶 贼澡藻 皂蚤凿凿造藻 葬灶凿 葬贼 贼澡藻 藻灶凿 燥枣 泽贼怎凿赠曰杂蚤灶早造藻 枣葬糟贼燥则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增葬则蚤葬灶糟藻 则藻增藻葬造藻凿 灶燥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则藻增藻葬造藻凿 灶燥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陨阅宰郧豫 葬灶凿 藻葬糟澡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陨阅宰郧豫 葬灶凿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爷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泽贼葬贼怎泽袁葬灶凿 灶燥 凿藻枣蚤灶蚤贼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陨阅宰郧 葬灶凿 藻葬糟澡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援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泽怎早早藻泽贼 贼澡葬贼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造燥憎 造藻增藻造 陨阅宰郧豫 凿燥 灶燥贼 葬枣枣藻糟贼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爷 造燥灶早 贼藻则皂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泽贼葬贼怎泽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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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间期体重增加渊蚤灶鄄

贼藻则凿蚤葬造赠贼蚤糟 憎藻蚤早澡贼 早葬蚤灶袁陨阅宰郧冤主要与水尧盐的摄入
有关

袁控制 陨阅宰郧豫渊透析间期体重增加 辕 干重豫冤

咱员原圆暂

在 猿豫或 缘豫以下一直是临床医护人员认为比较合
理和恰当的做法

遥 但一味地控制 陨阅宰郧豫会否影

咱猿原源暂

响患者的营养状态袁甚至是长期预后乃至病死率袁现
在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咱缘原远暂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
陨阅宰郧豫与长期血透患者营养状态之间的可能联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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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周径渊糟皂冤原仔伊肱三头肌皮褶渊糟皂冤曰计算男性上臂
中部肌肉面积越咱上臂中部周径渊糟皂冤原仔伊肱三头肌皮

褶 渊糟皂冤暂 辕 源仔原员园 或女性上臂中部肌肉面积 越咱上臂

中部周径 渊糟皂冤原仔伊肱三头肌皮褶 渊糟皂冤暂 辕 源仔原远援缘曰
月酝陨越干体重渊即透析过程中超滤尧 脱水后的体重袁
渊噪早冤 辕 身高 圆渊皂圆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研究的方法袁总结了本院血液净

杂孕杂杂 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袁猿 个时间点的营养指

清学标志物渊白蛋白尧前白蛋白尧总胆固醇尧肌酐尧血钾

采用等级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的 陨阅宰郧豫与营

化中心 员圆猿 例维持性血透的患者袁 以 远 项透析前血
和血磷浓度冤及 远 项人体学方面的参数作为长期透析
患者营养状态的指标袁分析 陨阅宰郧豫与长期血液透析
患者营养状况之间可能的潜在关系袁 为临床指导长

期血液透析患者的营养支持治疗及控制 陨阅宰郧豫在
合适的水平提供理论依据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文收集本院血液净化中心 圆园员园 年 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苑 月慢性肾脏疾病终末期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

员圆猿 例袁其中男 苑愿 例袁女 源缘 例袁年龄最大 愿员 岁袁最小

员怨 岁袁平均渊缘苑援员猿 依 员员援苑苑冤岁遥 入组要求院患者至少进

标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孕 约 园援园缘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袁
养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猿 组患者之间血清学营养指标结果及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

研究之初尧研究中渊第 远 个月末冤尧研究终末渊第

员圆 个月末冤的 猿 组患者分别进行各血清学营养指标

的两两比较袁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没有发现统计学
意义上的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圆援圆

猿 组患者之间客观人体学营养指标结果及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

研究之初尧研究中渊第 远 个月末冤尧研究终末渊第

行维持性血透 员 年以上袁每周 猿 次血透袁透析血流量

员圆 个月末冤的 猿 组患者分别进行各营养指标的两两

运贼 辕 灾 员援源缘 依 园援愿遥饮食标准院蛋白质摄入 员援猿 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

义上的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圆园 耀猿园园 皂造 辕 皂蚤灶袁 平 均 渊圆苑圆 依 猿远援员冤 皂造 辕 皂蚤灶袁 平 均
热量 源园耀 源缘 噪糟葬造 辕 渊噪早窑凿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将所有入选患者按照 陨阅宰郧 分成 猿 组院粤 组渊灶 越

源园冤院陨阅宰郧豫约猿豫曰月 组 渊灶 越 源源冤院猿豫约陨阅宰郧豫约缘豫曰
悦 组渊灶 越 猿怨冤院陨阅宰郧豫跃缘豫遥 取 猿 个时间点渊研究前尧

研究中和研究后冤测量患者的血清营养指标进行分
析渊包括白蛋白尧前白蛋白尧总胆固醇尧肌酐尧血钾和
血磷浓度冤遥
员援圆援员

计算标准蛋白分解率渊灶孕悦砸冤

灶孕悦砸越渊前血尿素氮原后血尿素氮冤伊渊园援园源缘 辕 圆

个血标本间隔天数冤袁前血尿素氮是指本次透析前的
尿素氮浓度袁后血尿素氮是指上次透析后的尿素氮
浓度遥
员援圆援圆

测量人体指数方面的参数
测量三头肌皮褶厚度尧上臂中部周径尧上臂中部

肌肉周径及上臂中部肌肉面积曰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遥

使用 砸匀员缘怨蕴月 皮褶测量 仪测量肱三 头 肌 皮

褶尧上臂中部周径遥 计算上臂中部肌肉周径越上臂中

比较袁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统计学意
圆援猿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

提示不同的 陨阅宰郧豫与各血清学营养指标及客

观人体学营养学指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尧源冤遥
猿

讨 论
慢性肾病终末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是一项维持患

者基础肾脏功能的有效手段袁 但长期血液透析患者
常常伴有营养不良袁其原因众多 咱苑原愿暂袁也是近年的研
究热点遥

控制 陨阅宰郧豫在 猿豫或 缘豫以下是否会影响长期

血透患者的营养状态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遥
悦澡藻灶 等 咱缘暂通过回顾性研究的方法调查了 圆缘缘 例慢
性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袁 结果提示 陨阅宰郧豫与患者

营养状态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袁 高 陨阅宰郧豫并

不代表高营养且易引起高血压尧 左室肥厚和透析间
期低血压曰再葬灶早 等咱怨暂及其同事以营养不良炎症积分

渊皂葬造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蚤燥灶 泽糟燥则藻袁酝陨杂冤及血清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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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等院透析间期体重增幅并不能影响患者的营养

三组患者不同研究阶段血清学营养指标的变化

渊x 依 s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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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渊第 远 个月末冤
终评渊第 员圆 个月末冤
粤组
月组
悦组
粤组
月组
悦组
粤组
月组
悦组
指标
肌酐渊 皂燥造 辕 蕴冤
愿远园援园园依员猿苑 愿员怨援园园依员圆缘 愿愿缘援园园依员源圆 愿缘远援园园依员源园 愿远远援园园依员圆猿 愿源猿援园园依员猿圆 愿怨园援园园依员圆愿 愿愿苑援园园依员猿圆 愿愿愿援园园依员猿员
猿远援圆依缘援缘愿 猿缘援员依远援远员 猿苑援员依源援缘缘 猿缘援怨依缘援源苑 猿远援猿依猿援远苑 猿源援愿依源援缘源 猿源援怨依源援缘员 猿缘援缘依缘援缘缘 猿源援猿依缘援愿愿
白蛋白渊早 辕 蕴冤
圆猿远援缘依圆怨援猿圆
圆圆苑援愿依圆苑援源猿 圆猿员援怨依圆远援怨愿 圆缘怨援苑依圆苑援源远 圆愿苑援愿依圆愿援缘员 圆远怨援愿依圆苑援苑苑 圆源愿援远依圆愿援源苑 圆猿愿援怨依圆苑援怨愿 圆猿苑援远依圆远援缘园
前白蛋白渊皂早 辕 蕴冤
血钾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源援缘园依园援缘员 缘援园园依园援源猿 源援远愿依园援猿愿 源援怨远依园援源怨 缘援园园依园援缘员 源援愿远依园援源猿 源援缘苑依园援猿愿 源援苑员依园援缘员 源援远圆依园援猿怨
血磷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援猿猿依园援员源 员援圆圆依园援员缘 员援员圆依园援员猿 员援源远依园援员源 员援猿员依园援员缘 员援圆员依园援员猿 员援圆圆依园援员猿 员援员怨依园援员远 员援猿苑依员援园源
总胆固醇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源援缘猿依园援源猿 源援缘源依园援猿愿 源援猿怨依园援源缘 源援源愿依园援源怨 源援缘员依园援猿怨 源援缘园依园援苑远 源援缘远依园援缘猿 源援缘员依园援源怨 源援缘缘依园援源源
表 圆 三组患者不同研究阶段客观人体学营养指标的变化
栽葬遭造藻 圆

初评渊第 员 个月初冤
指标
粤组
悦组
月组
三头肌皮褶
厚度渊糟皂冤
员园援远园依圆援源 员园援缘缘依猿援愿员 员员援园员依源援怨苑
上臂中
部周径渊糟皂冤 圆源援怨远依愿援缘远 圆猿援愿愿依缘援远愿 圆猿援愿源依源援怨远
上臂中部肌
肉周径渊糟皂冤 圆园援缘远依远援圆猿 员怨援缘猿依苑援源猿 圆园援员员依远援怨愿
上臂中部肌
肉面积渊糟皂圆冤 猿园援猿源依远援远苑 圆愿援苑愿依远援愿怨 圆怨援愿愿依愿援怨远
月酝陨
圆园援怨圆依猿援源缘 员怨援猿远依圆援愿愿 圆员援园猿依猿援怨苑
标准蛋白分解 园
园
率咱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暂 园园援愿怨依园援圆源 园园援怨员依园援猿猿 园援愿愿依园援圆苑

中评渊第 远 个月末冤
月组
粤组

圆员援愿远依远援猿源 圆园援猿源依苑援愿远 圆员援圆圆依远援员苑 圆圆援园远依愿援园缘 圆员援园园依源援猿猿 圆员援员员依苑援圆缘
圆怨援愿愿依怨援缘员 圆愿援怨怨依怨援圆源 猿园援猿源依苑援圆愿 圆怨援缘愿依远援远源 圆愿援愿缘依缘援愿苑 圆怨援苑猿依愿援愿员
圆园援员怨依缘援远远 员怨援怨愿依缘援圆苑 圆园援苑苑依圆援圆怨 圆员援园猿依猿援猿猿 圆园援缘远依猿援猿源 圆园援源苑依圆援缘怨
园援怨园依园援猿远

园援愿怨依园援圆苑
表源
栽葬遭造藻 源

肌酐
白蛋白
前白蛋白
血钾
血磷
总胆固醇

陨阅宰郧豫

园援怨员依园援猿缘

孕值

客观营养指标
三头肌皮褶厚度

园援园员苑

跃 园援园缘

上臂中部肌肉周径

跃 园援园缘

月酝陨

园援园圆圆
园援园猿缘

园援怨猿依园援猿远

砸葬灶噪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陨阅宰郧豫 葬灶凿

跃 园援园缘

园援园圆怨

园援愿怨依园援猿远

陨阅宰郧豫与客观人体学营养指标的等级相关分析

园援园圆员
园援园猿远

园援怨园依园援源猿

燥遭躁藻糟贼蚤增藻 澡怎皂葬灶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泽藻则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则值

员园援员远依员援愿圆 员圆援圆愿依源援员怨 员员援愿猿依猿援源圆

圆缘援源缘依缘援源远 圆源援愿猿依源援怨愿 圆缘援愿缘依源援愿远 圆缘援员苑依缘援远圆 圆源援怨怨依源援愿苑 圆缘援远苑依缘援缘缘

砸葬灶噪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陨阅宰郧豫 葬灶凿

血清学营养指标

终评渊第 员圆 个月末冤
粤组
月组
悦组

悦组

员员援园怨依猿援缘圆 员员援园员依猿援圆源 怨援愿愿依缘援远员

表 猿 陨阅宰郧豫与血清学营养指标的等级相关分析
栽葬遭造藻 猿

渊x 依 s冤

韵遭躁藻糟贼蚤增藻 澡怎皂葬灶 灶怎贼则蚤贼蚤燥灶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贼怎凿赠 泽贼葬早藻泽

跃 园援园缘

上臂中部周径

跃 园援园缘

上臂中部肌肉面积

跃 园援园缘

标准蛋白分解率

作为观察指标进行了一个横断面的调查发现院年龄
越大的透析患者袁 营养指标越差且与 陨阅宰郧豫关系

越密切袁研究结果也没有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袁
但作者最后给出了评价院陨阅宰郧豫作为血透患者的营
养指标证据尚不充分遥
本研究从血清学营养指标及客观人体学营养指

则值

陨阅宰郧豫

孕值

园援园圆员

跃 园援园缘

园援园猿愿

跃 园援园缘

园援园圆圆
园援园猿远
园援园员猿
园援园缘愿

跃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跃 园援园缘

指标进行了等级相关分析袁 结果提示在研究期间并
没有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和明确的相关性袁说
明 陨阅宰郧豫与患者的营养状态可能没有明确的关
系袁 控制 陨阅宰郧豫在较低的水平可能对患者的营养
状态没有直接的影响遥

陨阅宰郧 主要与水尧盐的摄入有关袁理论上可以理

标出发袁比较了 远 项透析前血清学营养指标及 远 项客

解为什么与患者的营养状态没有关系袁 但营养物质

水平之间的差异袁 同时对不同的 陨阅宰郧豫与各营养

避免伴有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生物转运咱员园暂袁尽管后

观人体学营养指标在不同的时间点尧 不同的陨阅宰郧豫

的吸收往往伴有水尧盐的吸收袁而水尧盐的吸收不可

原员苑圆远原

南

京

医

科 大

者的作用可能比较弱袁但长期的作用会否产生一定的
影响袁有待于进一步证实袁且 陨阅宰郧 与维生素尧矿物

学

咱远暂

足袁研究时间 员 年也不是很长袁所以袁应客观看待研

咱苑暂

究结果遥 同时营养指标的选择取舍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研究结果袁尽管使用了目前比较公认的联合

检测血清学营养指标及客观人体学营养指标的方
法 咱员圆原员源暂袁但血清学营养指标和客观人体学营养指标

本身就有许多袁所以选择的取舍对研究的结果势必
产生一定的影响且患者营养状况的评价还受到很多
其他因素的影响袁比如患者的并发症及并存病袁透析
开始的时间袁患者的年龄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研究结果袁且化验的系统误差及临床研究所不可
避免的患者选择性偏倚都会对研究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咱员缘暂遥 尽管如此袁本研究结论提示院陨阅宰郧豫与患者
的营养状态没有关系袁陨阅宰郧豫与各营养指标之间也
没有明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袁控制患者 陨阅鄄

宰郧 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不会影响患者的长期营养状
况袁临床应提倡适当控制 陨阅宰郧豫在较低的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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