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医 2014 年 3 月第 46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March 2014 Vol.46 No.3

·149·

益气养阴中药对结肠癌根治术后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
孙毅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卫生服务中心，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１３

［摘要］ 目的：观察益气养阴中药对结肠癌根治术后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将结肠癌根治术的患者
7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益气养阴中药） 40 例和对照组 （肠内营养） 38 例，观察 2 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清总蛋
白、前清蛋白和清蛋白含量，以及肛门排气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及住院时间。结果：2 组住院时间、肛
门排气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2 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总蛋白和清蛋白组
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治疗组前清蛋白含量优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益气养阴中药可
促进结肠癌根治术后患者的肠道功能恢复以改善其营养状况，可作为结肠癌术后患者营养支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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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是中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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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 ９ ｇ；按常规水煎法制备，术后口服或鼻饲管给

一，手术根治术是主要治疗手段之一，由于结肠部位

药，每次 ２００ ｍＬ，每天 １ 次。

的吸收功能在术后得到限制，该手术术后常伴有整体

2.2

营养不良等状况，故对结肠癌患者手术后进行必要的

内营养制剂，按 ２５ ｋａｌ／（ｋｇ·ｄ）总热量计算，术后口服

营养支持，有益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降低或减少术

或鼻饲管给药，每天 １ 次。

后并发症等 。笔者采用益气养阴中药对结肠癌根治

２ 组均连续治疗 ７ 天。

［１］

对照组

于术后第 １ 天起使用短肽型营养液肠

术后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一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１ 临床资料

3.1

1.1

一般资料

纳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于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于术前和术后第 ８ 天测定

血清总蛋白、前清蛋白和清蛋白含量，记录患者肛门

本中心普外科就诊的结肠癌根治术患者 ７８ 例，按就

排气时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时间。

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 ４０ 例和对照组 ３８ 例。治疗

3.2

组男 ２３ 例，女 １７ 例；平均年龄（６３．３±７．９）岁。对

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

照组男 ２０ 例，女 １８ 例；平均年龄（６０．５±８．８）岁。２

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

组性别、年龄、手术方式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

４ 治疗结果

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4.1

2 组住院时间、肛门排气时间及并发症情况比

较

见表 １。２ 组住院时间、肛门排气时间及并发症

1.2

排除标准

排除心、肺、肝和肾等器官严重功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 软件分析数据，

能异常者，有遗传及特殊血液及代谢性疾患者。

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

２ 治疗方法

4.2

2.1

治疗组 按中医益气养阴治则组方用药，处方：

2 组手术前后营养状况变化比较

见表 ２。２ 组

患者治疗后的血清总蛋白和清蛋白组间比较，差异均

黄芪 ３０ ｇ，升麻、白术、柴胡各 １２ ｇ，党参、熟地

无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治疗组前清蛋白含量优于

黄、黄精、枸杞子各 ２０ ｇ，女贞子、生地黄各 １５ ｇ，

对照组（P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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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表1
别

2 组住院时间、肛门排气时间及并发症情况比较
n 住院时间(d) 肛门排气时间(d) 并发症[例(%)]

治疗组

1 3.8±2.9①

40

3.2±0.7①

2(5.0)①

对照组
38 1 8.2±4.2
4.5±0.9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表2
组

别 n

治疗组

致。在临床治疗实际，选择肠内营养支持中，尤其
g/L

前清蛋白

清蛋白

40 手术前 62.5±4.58

35.1±4.28

293.2±21 .35

40 手术后 56.8±3.98

38.9±3.1 3① 282.9±1 7.25

38

手术前 61.7±3.55

蛋白和清蛋白水平相当，治疗组前清蛋白含量优于对
体内血清总蛋白含量方面与肠内营养制剂作用基本一

36.3±2.87

288.7±1 9.81

38 手术后 55.3±5.21 33.7±2.95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①P < 0.05

278.5±23.1 8

对照组

结肠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２ 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总
照组（P ＜ ０．０５），由此提示益气养阴中药在改善患者

8(21 .1 )

2 组手术前后营养状况变化比较（x±s）

时 间 血清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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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

对不同类型肠内营养制剂的选择还应结合原发病及
病情，益气养阴中药可改善结肠癌根治术后患者的
营养状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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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改善机体免疫、抗肿瘤、术后机体恢复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关于其在配合手术、化疗、
放疗、止痛、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报道较多，但从改
善机体营养状态的角度评价中药作用的报道较少。手
术是肿瘤治疗三大手段之一，术后中药的使用以益气
为主，通过益气扶正达到改善机体免疫状况，有利于
机体术后恢复 ［７］。本研究以益气养阴为治则选药组
方，选用黄芪、升麻、白术、柴胡、党参、女贞子以
益气，熟地黄、生地黄、黄精、枸杞子养阴，辅以陈
皮行气，诸药合用，以达益气养阴。
本临床观察数据显示：益气养阴中药可促进结肠
癌患者术后肠道功能恢复及蛋白质合成，能有效降低

##########################

提供空心胶囊
产品型号 （胃溶） 0# 装量 0.3～0.5g

1 # 装量

0.1 ～0.3g 2# 装量 0.1 g 以下。
价格 1 60 元 / 万粒 （含邮资）。
需要的单位及个人请汇款至浙江新昌一诺胶丸有
限公司
86060338

潘炎锋收
86061 888

邮编：31 2560

电话： （0575）

款到 3 天内发货，如有质量问

题及数量不足，厂方负责。1 万粒以上办理邮购业
务。请写清收货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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