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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对胸部食管癌术后免疫和代谢的影响

姜永红△,朱盼盼,穆少锋,李少欣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渭南 714000)

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对行胸部食管癌术患者的免疫及代谢的影响。方法:将2011年1月至2016年5月陕西

省渭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2例行胸部食管癌术的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1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禁食禁水方

法,即麻醉诱导前12h禁食、6h禁水,观察组采用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即麻醉前12h禁食禁水,麻醉前2h口服葡萄糖溶液

300mL。对比两组的免疫功能及代谢情况。结果:术后第1天和第3天,观察组患者的CD4+、CD4+/CD8+比值、白蛋白、前白

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1),术后第7天,两组的CD4+、CD4+/CD8+比值、白蛋白、前白蛋白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两组术后的IgG、IgM、IgA较术前均有明显降低,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恢复,观察组术后第7天的IgG、
IgM、IgA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两组患者均未出现误吸情况。结论: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免

疫功能,改善代谢状态,对于胸部食管癌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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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ffectoforalglucoseonimmunityandmetabolisminthetreatmentofchestesophageal
canceroperation
JiangYonghong,ZhuPanpan,MuShaofeng,LiShaoxin.(TheCentralHospitalofWeinan,Weinan
71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clinicalvalueoforalglucoseonimmunityandmetabolisminthetreat-
mentofchestesophagealcanceroperation.Methods:82hospitalizedesophagealcancerwhoreceivedchest
operationfromJanuary2011toMay2016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anddividedintotwogroups.Pa-
tientsincontrolgroupweretreatedwithtraditionalwithholdingfoodandwatermethods,theywerewith
holdedfoodandwater12hand8hbeforeanesthesiainduction,respectively.Simultaneously,thoseinex-
perimentalgroupweretreatedwithoralglucose,theywerewithholdedfoodandwater12hbeforeanes-
thesiainduction,andreceivedoralglucose2hbeforeansthesiainduction.Comparetheimmunityfunction
andmetabolismstatusofthesetwogroups.Results:Atthetimeof1dayand3daysafteroperation,the
CD4+,CD4+/CD8+ratio,albuminandprealbumin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controlgroup(P
<0.01).Atthetimeof1dayand3daysafteroperation,theCD4+,CD4+/CD8+ratio,albuminandpreal-
buminofthetwogroupshadnostatisticaldifferencescomparedwithpre-operation(P >0.05).Conclu-
sion:Oralglucoseatthetimeof2hbeforeansthesiainductioncouldenhanceimmunityfunctionandim-
provemetabolismstatus,andthusisofimportantsignificanceinensuringthesuccessofthechestesopha-
gealcanceroperation.
Keywords glucose;esophagealcancer;immunity;metabolism

  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通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免

疫功能低下和营养不良,其中尤以食管癌患者最为

突出,食管癌患者多存在吞咽困难,患者就诊时常因

进食梗阻而出现负氮平衡[1]。而手术等刺激会给机

体带来免疫功能损伤,引发炎症反应,使手术并发症

增加,不利于术后恢复[2-3]。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功

能物质,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能量的70%[4]。因此,

本研究选取了行胸部食管癌术的患者,研究术前口

服葡萄糖溶液对于提高免疫功能的效果是否理想,
以及能否降低蛋白质分解,改善负氮平衡,以评估葡

萄糖作为营养物质供能的可行性,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至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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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者无远处转移。病例排

除标准:术前严重贫血者;伴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高
血压等)、心血管、肝肾功能异常者;术前有放疗(化
疗)史者;过度肥胖者。其中男43例,女39例;年龄

21~60岁,平均(43.9±7.3)岁;ASA分级Ⅰ级29
例,Ⅱ级53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41例。两组在性别、年龄、ASA分级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麻醉前,对照组采用传统禁食禁水方

法,即麻醉诱导前12h停止饮食、6h前停止饮水;
观察组采用糖预处理,即麻醉前12h停止饮食饮

水,麻醉前2h口服300mL含50g葡萄糖的水溶

液。所有患者均使用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手
术室温度维持在23℃左右。静脉诱导后行双腔气

管内插管,手术中,硬膜外予以0.25%布比卡因并

吸入七氟醚维持麻醉深度。
1.3 观察指标 在术前3h,术后第1天、第3天、
第7天抽取患者的外周静脉血,离心分离出血浆后,
置于-20℃冰箱中保存,使用流式分析仪测定患者

的细胞免疫功能指标(CD4+、CD8+、CD4+/CD8+比

值);使用全自动血浆蛋白测定仪测定患者的免疫球

蛋白(IgM、IgG、IgA);使用罗氏P800生化分析仪测

定患者的血浆白蛋白、前白蛋白等营养代谢指标;统
计患者误吸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

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
±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百分率(%)比较,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围

术期的 CD8+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观察组术后第1天和第3天的CD4+、CD4+/
CD8+则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术后第7天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指标比较 两组术前

的IgG、IgM、Ig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术后第1天,两组的IgG、IgM、IgA均有显著

降低(均P<0.05),但两组的IgG、IgM、IgA均有随

术后恢复时间延长而逐渐升高的趋势,术后第7天,
观察组的IgG、IgM、IgA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 <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营养代谢指标比较 实施手术前,
两组的营养代谢指 标 比 较 无 明 显 差 异(均 P >
0.05);观察组术后第1天、第3天的白蛋白、前白蛋

白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术后第7天,
两组的代谢指标恢复至同一水平,见表3。
2.4 两组患者误吸情况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

术中、术后均未发生因食管返流所致的误吸情况。

表1 两组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比较(췍x±s)
组别 n 时间 CD4+/% CD8+/% CD4+/CD8+

对照组 41 术前 43.5±4.0 26.2±2.7 1.66±0.22
术后第1天 27.6±3.3▲ 26.0±2.6 1.06±0.15▲

术后第3天 31.9±3.7▲ 26.5±2.9 1.20±0.17▲

术后第7天 41.6±3.8 26.4±2.7 1.58±0.19
观察组 41 术前 43.1±4.5 25.1±2.4 1.72±0.25

术后第1天 34.8±3.9▲* 26.1±2.7 1.33±0.26▲*

术后第3天 39.0±4.1* 26.9±2.8 1.45±0.31*

术后第7天 43.3±4.5 25.9±2.3 1.67±0.37
           与组内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一时点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指标比较(g/L,췍x±s)
组别 n 时间 IgG IgM IgA

对照组 41 术前 13.2±2.4 1.63±0.21 2.07±0.29
术后第1天 10.3±1.9▲ 1.20±0.14▲ 1.52±0.26▲

术后第3天 10.7±2.0▲ 1.27±0.16▲ 1.71±0.27▲

术后第7天 11.4±2.2 1.38±0.18 2.02±0.28
观察组 41 术前 13.3±2.5 1.65±0.23 2.05±0.30

术后第1天 11.6±2.0▲ 1.31±0.17▲ 1.61±0.27▲

术后第3天 12.3±2.1 1.52±0.20 1.83±0.29
术后第7天 13.6±2.2* 1.66±0.25* 2.04±0.30*

           与组内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一时点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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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营养代谢指标比较(췍x±s)

组别 n 时间
白蛋白/
(g·L-1)

前白蛋白/
(mg·L-1)

对照组 41 术前 35.4±3.2 195.7±17.7
术后第1天 24.3±2.2▲ 124.6±13.1▲

术后第3天 27.1±2.6▲ 139.7±14.5▲

术后第7天 32.1±3.0 162.3±15.3
观察组 41 术前 35.1±3.3 194.8±18.1

术后第1天 28.5±2.7▲● 145.7±14.6▲●

术后第3天 33.2±3.1● 165.9±15.3●

术后第7天 35.6±3.7 177.9±16.6
  与组内术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同一时点 比

较,●P<0.05。

3 讨 论

  临床研究表明,术前10~12h禁食有导致患者

应激加剧,阻碍术后恢复的风险,术前2~3h进食

流质食物不但不会增加误吸和反流风险,还有助于

稳定血糖,改善术后的胰岛素抵抗,减轻患者的焦

虑、饥渴症状[5-6]。然而,由于陈旧常规的影响,公众

对术前饮食饮水有担忧情绪,加之术前口服营养物

和水分的时间、浓度、剂量及作用机制所应用的手术

类型均不明确,术前推广口服营养物溶液的措施仍

未得到广大医生和患者的认可[7]。
  胸部食管癌术患者多伴有营养不良、免疫功能

降低,而手术创伤又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应激反应,
使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性和敏感性降低,诱发胰岛

素抵抗现象,使血糖浓度显著升高,持续的高血糖会

导致多种酶被糖基化,组织细胞中的蛋白质失去正

常功能[8]。此外,胰岛素抵抗会使机体能量代谢紊

乱,加快组织蛋白质分解,诱发负氮平衡,导致免疫

功能大大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组患者的免疫指标逐渐改善,但观察组的优势可

以持续保持。不仅如此,观察组术后的前白蛋白、白
蛋白的浓度也优于对照组(均P<0.05),葡萄糖是

人体重要的代谢原料,是生物合成的前提和重要能

量来源,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能够增强术后肠内营

养支持的实施效果,提供机体恢复所需的能量,确保

围术期正常的营养状况,促进手术效果的提高[9-10]。
传统观念认为,术前尽可能排空胃内容物有助于降

低误吸的风险,但临床研究显示,术前口服300mL

葡萄糖溶液后胃内容物量并无明显差异,胃液的pH
值也未出现较大波动,因而也不会导致围术期食管

返流而引发误吸的发生[11]。
  综上所述,术前口服葡萄糖溶液可以有效改善

行胸部食管癌术患者的免疫能力和代谢状况,从而

保障手术效果,加快食管癌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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