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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早产儿生长发育营养与早产儿生长发育营养与早产儿生长发育营养与早产儿生长发育

� 早产儿营养支持目标早产儿营养支持目标早产儿营养支持目标早产儿营养支持目标：：：：接近胎儿宫接近胎儿宫接近胎儿宫接近胎儿宫

内生长速率内生长速率内生长速率内生长速率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16g/kg.d16g/kg.d16g/kg.d16g/kg.d））））

� 早产儿追赶性生长以早产儿追赶性生长以早产儿追赶性生长以早产儿追赶性生长以达到同龄足月达到同龄足月达到同龄足月达到同龄足月

儿生长水平儿生长水平儿生长水平儿生长水平

� 达到正常胎儿的体成分和良好的功达到正常胎儿的体成分和良好的功达到正常胎儿的体成分和良好的功达到正常胎儿的体成分和良好的功

能状态能状态能状态能状态，，，，改善远期预后改善远期预后改善远期预后改善远期预后，，，，提高生存提高生存提高生存提高生存

质量质量质量质量



Why ?Why ?Why ?Why ?

�生长生长生长生长对对对对发育发育发育发育至关重要至关重要至关重要至关重要

�宝贝生长不佳宝贝生长不佳宝贝生长不佳宝贝生长不佳，，，，就无法就无法就无法就无法

发挥他的全部潜能发挥他的全部潜能发挥他的全部潜能发挥他的全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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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D 早产儿生长观察研究早产儿生长观察研究早产儿生长观察研究早产儿生长观察研究

Ehrenkranz  RA, et al. Pediatrics 1999;104: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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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R可致ELBWI  20个月龄生长发育落后

Ehrenkranz RA, et al. Pediatrics. 2006,117(4):1253-61.



头围增长缓慢可使 20个月龄神经发育落后

Ehrenkranz RA, et al. Pediatrics. 2006,117(4):1253-61.



院内体重增长率低 病患率增高

�体重增长体重增长体重增长体重增长 12.0 vs 21.2 g/kg/day 
� NEC

�20% vs 4%

� 晚发型败血症晚发型败血症晚发型败血症晚发型败血症

�83% vs 55%
� BPD

�56% vs 31%

� 围产期激素治疗围产期激素治疗围产期激素治疗围产期激素治疗

�64% vs 30% 



Clark Radmacher 单红梅等单红梅等单红梅等单红梅等 Dusick

200名名名名ELBWI

EUGR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66％－％－％－％－86％％％％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5家三甲医院家三甲医院家三甲医院家三甲医院
1196例早产儿例早产儿例早产儿例早产儿

EUGR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体重体重体重体重－－－－49.7％％％％
头围头围头围头围－－－－23.1％％％％

VLBWI
EUGR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体重体重体重体重－－－－21.7％％％％
头围头围头围头围－－－－6.2％％％％

16% SGA的的的的
VLBW

纠正胎龄纠正胎龄纠正胎龄纠正胎龄 36周周周周
EUGR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89%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124个个个个NICU 
24371名早产儿名早产儿名早产儿名早产儿

胎龄胎龄胎龄胎龄23－－－－34周周周周
EUGR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体重体重体重体重－－－－28％％％％
身长身长身长身长－－－－34％％％％
头围头围头围头围－－－－16％％％％

EUGREUGREUGREUGR 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治疗治疗治疗治疗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胎龄胎龄胎龄胎龄

体重体重体重体重

EUGR
高发生率高发生率高发生率高发生率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治疗依从性及耐治疗依从性及耐治疗依从性及耐治疗依从性及耐
受较差受较差受较差受较差

伴发疾病的高伴发疾病的高伴发疾病的高伴发疾病的高
危儿数量较多危儿数量较多危儿数量较多危儿数量较多

出生胎龄及体出生胎龄及体出生胎龄及体出生胎龄及体
重较低重较低重较低重较低

对于胎龄越小、出生体重/头围越低的患儿，更应早期、

积极地进行全面合理的营养支持，避免发生负氮平衡，改善
患儿的营养状态。



NICU促进早产儿神经发育的生长目标促进早产儿神经发育的生长目标促进早产儿神经发育的生长目标促进早产儿神经发育的生长目标

�体重回复至出生体重到出院体重回复至出生体重到出院体重回复至出生体重到出院体重回复至出生体重到出院

� 体重增长体重增长体重增长体重增长 >18g/kg/d1 HC >0.9 cm/wk1

�每周回顾患儿的营养方案每周回顾患儿的营养方案每周回顾患儿的营养方案每周回顾患儿的营养方案，，，，争取描记其生长曲线争取描记其生长曲线争取描记其生长曲线争取描记其生长曲线

� 关注蛋白质量和蛋白关注蛋白质量和蛋白关注蛋白质量和蛋白关注蛋白质量和蛋白/能量比能量比能量比能量比

� 确认及时调整营养方案确认及时调整营养方案确认及时调整营养方案确认及时调整营养方案 ““““真实报告真实报告真实报告真实报告””””

� 用新的喂养策略来减少累积的营养缺失用新的喂养策略来减少累积的营养缺失用新的喂养策略来减少累积的营养缺失用新的喂养策略来减少累积的营养缺失

1. Ehrenkranz RA, et al. Pediatrics 2006;117:1253-61



能量、蛋白/能量比与生长

�能量能量能量能量 >>>>100cal/kg.d

�P/E 适宜适宜适宜适宜 3.3~3.6g/100cal

----------------体成分接近宫内参照

值



早产儿适宜能量、蛋白质需求

�能量能量能量能量 110~135 cal/kg.d

�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 3~4.5 g/kg.d

�3~4.5 g/kg.d, 体重增长与蛋白摄入量呈线性关系体重增长与蛋白摄入量呈线性关系体重增长与蛋白摄入量呈线性关系体重增长与蛋白摄入量呈线性关系

�﹤﹤﹤﹤3~3.5 g/kg.d, 热量摄入很高热量摄入很高热量摄入很高热量摄入很高，，，，则则则则体脂含量明显体脂含量明显体脂含量明显体脂含量明显

高于胎儿的比例高于胎儿的比例高于胎儿的比例高于胎儿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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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适应证适应证适应证适应证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 食道闭锁食道闭锁食道闭锁食道闭锁、、、、肠闭锁等肠闭锁等肠闭锁等肠闭锁等

�获得性消化道疾病获得性消化道疾病获得性消化道疾病获得性消化道疾病

– NEC等等等等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



PN-慎用或禁用慎用或禁用慎用或禁用慎用或禁用

�休克休克休克休克，，，，严重水严重水严重水严重水////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酸碱平衡紊乱酸碱平衡紊乱酸碱平衡紊乱，，，，未纠治时禁用未纠治时禁用未纠治时禁用未纠治时禁用

以营养支持为目的的补液以营养支持为目的的补液以营养支持为目的的补液以营养支持为目的的补液

• • • • 严重感染严重感染严重感染严重感染，，，，严重出血倾向严重出血倾向严重出血倾向严重出血倾向，，，，出凝血指标异常者减少脂出凝血指标异常者减少脂出凝血指标异常者减少脂出凝血指标异常者减少脂

乳剂量乳剂量乳剂量乳剂量

•  TG>2.26mmol/L 时时时时，，，，脂肪乳减量脂肪乳减量脂肪乳减量脂肪乳减量；；；；>3.4mmol/L 时时时时，，，，

暂停脂乳暂停脂乳暂停脂乳暂停脂乳

•  间胆间胆间胆间胆>170umol/L 时时时时，，，，减少脂肪乳剂量减少脂肪乳剂量减少脂肪乳剂量减少脂肪乳剂量

•  严重肝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肝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肝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肝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肝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肝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肝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肝病专用氨基酸

• • • • 严重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肾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肾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肾病专用氨基酸严重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脂肪乳和非肾病专用氨基酸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新生儿不同日龄每天液体需要量新生儿不同日龄每天液体需要量新生儿不同日龄每天液体需要量新生儿不同日龄每天液体需要量（C）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 热卡热卡热卡热卡（E）

– 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70~90 kcal / (kg·d)

–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80~100 kcal / (kg·d)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 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B））））

– 小儿专用小儿专用小儿专用小儿专用，，，，生后生后生后生后24h即可应用即可应用即可应用即可应用（（（（除肾功能不全除肾功能不全除肾功能不全除肾功能不全））））

– 起始起始起始起始 1.5~2.0 g/ (kg·d)

– 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3 g / (kg·d)

–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3.5~4.0 g / (kg·d)

– 氮氮氮氮::::非蛋白热卡非蛋白热卡非蛋白热卡非蛋白热卡=1 g:100~200 kcal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 脂肪乳剂脂肪乳剂脂肪乳剂脂肪乳剂

– 生后生后生后生后24h即可应用即可应用即可应用即可应用，，，，起始起始起始起始1.0 g/(kg·d)（C）

– 0.5~1.0 g/(kg·d)递增递增递增递增，，，，总量总量总量总量≤3 g/kg/d（C）

– 中长链混合型脂乳优于长链脂乳中长链混合型脂乳优于长链脂乳中长链混合型脂乳优于长链脂乳中长链混合型脂乳优于长链脂乳（B）

– 橄榄油脂乳短期内减轻脂质过氧化橄榄油脂乳短期内减轻脂质过氧化橄榄油脂乳短期内减轻脂质过氧化橄榄油脂乳短期内减轻脂质过氧化（C）

–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20%脂肪乳剂脂肪乳剂脂肪乳剂脂肪乳剂（A）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葡萄糖葡萄糖葡萄糖葡萄糖

– 起始起始起始起始4~8 mg/(kg·min) ,以以以以1~2 mg/(kg·min)递增递增递增递增

最大量最大量最大量最大量11~14 mg/(kg·min) （C）

– PN时血糖时血糖时血糖时血糖<150 mg/dL （E）

– 不推荐早期使用胰岛素预防高血糖不推荐早期使用胰岛素预防高血糖不推荐早期使用胰岛素预防高血糖不推荐早期使用胰岛素预防高血糖（A）

– 血糖血糖血糖血糖150~180 mg/dl时时时时,,,,以以以以1~2mg/(kg·min)递减递减递减递减

如如如如4mg/(kg·min) 仍不能控制高血糖仍不能控制高血糖仍不能控制高血糖仍不能控制高血糖，，，，可用可用可用可用

RI 0.05IU/(kg·h) （E）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PN期间新生儿每日电解质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电解质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电解质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电解质推荐量（D）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PN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维生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维生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维生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维生素推荐量（E）



PN-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组成和每日需要量

PN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微量元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微量元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微量元素推荐量期间新生儿每日所需微量元素推荐量（E）



PN-监测监测监测监测



PN-相关并发症相关并发症相关并发症相关并发症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长期长期长期长期PN更易感染更易感染更易感染更易感染（D）

�代谢紊乱代谢紊乱代谢紊乱代谢紊乱：：：：血糖血脂异常血糖血脂异常血糖血脂异常血糖血脂异常，，，，代谢性骨病代谢性骨病代谢性骨病代谢性骨病，，，，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

和长期应用者骨质减少和长期应用者骨质减少和长期应用者骨质减少和长期应用者骨质减少（D）

�肝脏并发症肝脏并发症肝脏并发症肝脏并发症：：：：胆淤胆淤胆淤胆淤，，，，肝损肝损肝损肝损。。。。尽早建立尽早建立尽早建立尽早建立EN可降低胆可降低胆可降低胆可降低胆

淤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淤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淤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淤发病率和严重程度（C）



肠内联合肠外营养支持肠内联合肠外营养支持肠内联合肠外营养支持肠内联合肠外营养支持(PN+EN)

�生后第生后第生后第生后第1天即可开始天即可开始天即可开始天即可开始EN，，，，不足部分由不足部分由不足部分由不足部分由PN供供供供（A）

�PN补充热卡计算补充热卡计算补充热卡计算补充热卡计算

PN =（（（（1-EN/110））））×××× 80



EN-喂养指征喂养指征喂养指征喂养指征（E）

�无消化道畸形及严重疾患无消化道畸形及严重疾患无消化道畸形及严重疾患无消化道畸形及严重疾患、、、、血液动力学稳定者尽血液动力学稳定者尽血液动力学稳定者尽血液动力学稳定者尽

早开奶早开奶早开奶早开奶

�BW>1000g者生后者生后者生后者生后12h内开始喂养内开始喂养内开始喂养内开始喂养

�Apgar 5分钟分钟分钟分钟<4、、、、脐动脉插管或脐动脉插管或脐动脉插管或脐动脉插管或BW<1000g

延迟至延迟至延迟至延迟至24~48h开奶开奶开奶开奶



EN-禁忌证禁忌证禁忌证禁忌证（E）

�消化道梗阻消化道梗阻消化道梗阻消化道梗阻

�怀疑或诊断怀疑或诊断怀疑或诊断怀疑或诊断NEC

�血液动力学不稳定血液动力学不稳定血液动力学不稳定血液动力学不稳定

�需液体复苏或血管活性药多巴胺需液体复苏或血管活性药多巴胺需液体复苏或血管活性药多巴胺需液体复苏或血管活性药多巴胺>5ug/kg·min

�各种原因致多器官功能障碍者各种原因致多器官功能障碍者各种原因致多器官功能障碍者各种原因致多器官功能障碍者



EN-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

�能量能量能量能量（C）

– 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105~130kcal/(kg·d)

–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110~135kcal /(kg·d)

– ELBW：：：：150kcal /(kg·d)



EN-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

�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C）

– 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足月儿：：：：2~3 g /(kg·d); 1.8~2.7 g : 100kcal

– 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3.5~4.5 g/ (kg·d); 3.2~4.1 g : 100kcal

<1kg：：：： 4.0~4.5 g/ (kg·d)

1~1.8kg：：：： 3.5~4.0 g /(kg·d)



EN-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C）

– 5~7 g /(kg·d)
– 占总能量占总能量占总能量占总能量40~50%

• 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C）

– 10~14 g /(kg·d)
– 占总能量占总能量占总能量占总能量40~50%



EN-管饲喂养量与添加速度管饲喂养量与添加速度管饲喂养量与添加速度管饲喂养量与添加速度



EN-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母乳喂养

– 尽可能早期母乳喂养尽可能早期母乳喂养尽可能早期母乳喂养尽可能早期母乳喂养，，，，尤其早产儿尤其早产儿尤其早产儿尤其早产儿（A）

– 以下情况应酌情考虑以下情况应酌情考虑以下情况应酌情考虑以下情况应酌情考虑

• 母母母母HIV、HTLV感染感染感染感染，，，，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C）

• 母活动性结核母活动性结核母活动性结核母活动性结核，，，，巴氏消毒后喂养巴氏消毒后喂养巴氏消毒后喂养巴氏消毒后喂养，，，，治疗结束治疗结束治疗结束治疗结束
7~14d可继续喂养可继续喂养可继续喂养可继续喂养（E）

• 母母母母HBV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生后生后生后生后24h内特异性高效内特异性高效内特异性高效内特异性高效
乙肝免疫球蛋白乙肝免疫球蛋白乙肝免疫球蛋白乙肝免疫球蛋白,,,,继之乙肝疫苗免疫后喂养继之乙肝疫苗免疫后喂养继之乙肝疫苗免疫后喂养继之乙肝疫苗免疫后喂养（C）

• 母母母母CMV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感染或携带者，，，，早产儿母乳巴氏消毒后早产儿母乳巴氏消毒后早产儿母乳巴氏消毒后早产儿母乳巴氏消毒后
喂养喂养喂养喂养（E）



EN-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母乳喂养

• 母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母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母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母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皮损愈合可喂养皮损愈合可喂养皮损愈合可喂养皮损愈合可喂养（E）

• 母梅毒螺旋体感染母梅毒螺旋体感染母梅毒螺旋体感染母梅毒螺旋体感染，，，，皮损不累及乳房皮损不累及乳房皮损不累及乳房皮损不累及乳房，，，，停药停药停药停药
24h后喂养后喂养后喂养后喂养（E）

• 母同位素诊疗或曾暴露放射性物质后母同位素诊疗或曾暴露放射性物质后母同位素诊疗或曾暴露放射性物质后母同位素诊疗或曾暴露放射性物质后，，，，乳汁中乳汁中乳汁中乳汁中
放射性物质清除后可恢复喂养放射性物质清除后可恢复喂养放射性物质清除后可恢复喂养放射性物质清除后可恢复喂养（E）

• 母接受抗代谢药物及化疗母接受抗代谢药物及化疗母接受抗代谢药物及化疗母接受抗代谢药物及化疗，，，，乳汁中药物清除后乳汁中药物清除后乳汁中药物清除后乳汁中药物清除后
可恢复喂养可恢复喂养可恢复喂养可恢复喂养（E）

• 半乳糖血症和苯丙酮尿症适量母乳喂养和无苯半乳糖血症和苯丙酮尿症适量母乳喂养和无苯半乳糖血症和苯丙酮尿症适量母乳喂养和无苯半乳糖血症和苯丙酮尿症适量母乳喂养和无苯
丙氨酸和半乳糖的配方丙氨酸和半乳糖的配方丙氨酸和半乳糖的配方丙氨酸和半乳糖的配方（E）



EN-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

�母乳母乳母乳母乳：：：：首选首选首选首选，，，，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持续持续持续持续6月月月月（A）

•  母乳强化剂母乳强化剂母乳强化剂母乳强化剂

– 母乳喂养量达母乳喂养量达母乳喂养量达母乳喂养量达50~100ml /(kg·d) （E）

体重体重体重体重<2000g（C）

– 初始时半量初始时半量初始时半量初始时半量，，，，根据耐受情况增加至全量根据耐受情况增加至全量根据耐受情况增加至全量根据耐受情况增加至全量

– 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40周周周周，，，，或根据生长情况或根据生长情况或根据生长情况或根据生长情况

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持续至矫正胎龄52周周周周（（（（E））））



EN-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

�早产儿配方早产儿配方早产儿配方早产儿配方（E）

– 胎龄胎龄胎龄胎龄34周以下周以下周以下周以下，，，，体重小于体重小于体重小于体重小于2 kg

•  早产儿出院后配方早产儿出院后配方早产儿出院后配方早产儿出院后配方（E）

– 出院时仍有生长迟缓的早产儿出院时仍有生长迟缓的早产儿出院时仍有生长迟缓的早产儿出院时仍有生长迟缓的早产儿

– 达生长曲线第达生长曲线第达生长曲线第达生长曲线第25~50百分位百分位百分位百分位（（（（用校正年龄用校正年龄用校正年龄用校正年龄））））

可转普通配方可转普通配方可转普通配方可转普通配方



EN-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

�水解蛋白配方和游离氨基酸配方水解蛋白配方和游离氨基酸配方水解蛋白配方和游离氨基酸配方水解蛋白配方和游离氨基酸配方

– 出生时高度过敏风险者出生时高度过敏风险者出生时高度过敏风险者出生时高度过敏风险者,首选适度水解蛋白配首选适度水解蛋白配首选适度水解蛋白配首选适度水解蛋白配（C）

– 出生后已发生牛奶蛋白过敏者出生后已发生牛奶蛋白过敏者出生后已发生牛奶蛋白过敏者出生后已发生牛奶蛋白过敏者，，，，推荐深度水解推荐深度水解推荐深度水解推荐深度水解
或游离氨基酸配方或游离氨基酸配方或游离氨基酸配方或游离氨基酸配方（C）

– 游离氨基酸配方渗透压高不适于早产儿游离氨基酸配方渗透压高不适于早产儿游离氨基酸配方渗透压高不适于早产儿游离氨基酸配方渗透压高不适于早产儿（E）

– 不耐受整蛋白配方的肠道功能不全者不耐受整蛋白配方的肠道功能不全者不耐受整蛋白配方的肠道功能不全者不耐受整蛋白配方的肠道功能不全者，，，，可选择可选择可选择可选择
不同程度蛋白水解配方不同程度蛋白水解配方不同程度蛋白水解配方不同程度蛋白水解配方（E）

– 水解蛋白配方不适合早产儿喂养水解蛋白配方不适合早产儿喂养水解蛋白配方不适合早产儿喂养水解蛋白配方不适合早产儿喂养，，，，但当发生喂但当发生喂但当发生喂但当发生喂
养不耐受或内外科并发症时可考虑短期使用养不耐受或内外科并发症时可考虑短期使用养不耐受或内外科并发症时可考虑短期使用养不耐受或内外科并发症时可考虑短期使用（E）



EN-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配方选择

• 无无无无（（（（低低低低））））乳糖配方乳糖配方乳糖配方乳糖配方（B）

– 原发性或继发性乳糖不耐受者原发性或继发性乳糖不耐受者原发性或继发性乳糖不耐受者原发性或继发性乳糖不耐受者

– 难治性腹泻难治性腹泻难治性腹泻难治性腹泻

– 肠道功能不全者肠道功能不全者肠道功能不全者肠道功能不全者（（（（短肠短肠短肠短肠、、、、小肠造瘘小肠造瘘小肠造瘘小肠造瘘））））

• 特殊配方特殊配方特殊配方特殊配方（A）

– 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苯丙酮尿症苯丙酮尿症苯丙酮尿症苯丙酮尿症、、、、枫糖尿病枫糖尿病枫糖尿病枫糖尿病））））



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2

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4

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31

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33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

�促进婴儿胸腺发育促进婴儿胸腺发育促进婴儿胸腺发育促进婴儿胸腺发育，，，，增加胸腺增加胸腺增加胸腺增加胸腺TTTT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9][9][9][9]

�所所所所含的细胞因子影响新生儿免疫细胞的发育含的细胞因子影响新生儿免疫细胞的发育含的细胞因子影响新生儿免疫细胞的发育含的细胞因子影响新生儿免疫细胞的发育

成熟成熟成熟成熟[10][10][10][10]

�含有的核苷酸可以促进含有的核苷酸可以促进含有的核苷酸可以促进含有的核苷酸可以促进TTTT细胞成熟细胞成熟细胞成熟细胞成熟[11][11][11][11]

[ 9 ]  Ngom PT, et al. Am J Clin Nutr, 2004, 80(3):722-728.
[10] Garofalo R. J Pediatr, 2010,156(2):36-40. 
[11] Schaller JP, et al. Semin Fetal Neonatal Med,2007, 12(1):35-44.



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母乳喂养促进免疫系统发育

�母乳喂养的婴儿其淋巴系细胞的数量和各类母乳喂养的婴儿其淋巴系细胞的数量和各类母乳喂养的婴儿其淋巴系细胞的数量和各类母乳喂养的婴儿其淋巴系细胞的数量和各类

细胞比例稳定增长细胞比例稳定增长细胞比例稳定增长细胞比例稳定增长，，，，配方奶喂养者易发生各配方奶喂养者易发生各配方奶喂养者易发生各配方奶喂养者易发生各

类细胞比例失衡类细胞比例失衡类细胞比例失衡类细胞比例失衡[12][12][12][12]

�含有的低聚糖促进有益菌生长含有的低聚糖促进有益菌生长含有的低聚糖促进有益菌生长含有的低聚糖促进有益菌生长，，，，进而促进进而促进进而促进进而促进

Th2反应反应反应反应[13][13][13][13]

[12] Andersson Y, et al. J Immunol, 2009, 183(7):4322-4328.
[13] Field CJ. J Nutr, 2005, 135(1):1-4. 



新生儿免疫耐受的发育与过敏新生儿免疫耐受的发育与过敏新生儿免疫耐受的发育与过敏新生儿免疫耐受的发育与过敏

Painted by  P. C. Cald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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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Tolerance））））

�胎儿胎儿胎儿胎儿期或哺乳期接触抗原期或哺乳期接触抗原期或哺乳期接触抗原期或哺乳期接触抗原，，，，经过母体的消化经过母体的消化经过母体的消化经过母体的消化

吸收过程之后抗原性下降吸收过程之后抗原性下降吸收过程之后抗原性下降吸收过程之后抗原性下降；；；；母乳喂养的婴儿母乳喂养的婴儿母乳喂养的婴儿母乳喂养的婴儿

其肠道对抗原的耐受性增加其肠道对抗原的耐受性增加其肠道对抗原的耐受性增加其肠道对抗原的耐受性增加[14][14][14][14]

[14] Verhasselt V.Curr Opin Immunol, 2010,22(5):623-30.



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Tolerance）

母体的消化系母体的消化系母体的消化系母体的消化系
统处理抗原统处理抗原统处理抗原统处理抗原

食物或环境抗原食物或环境抗原食物或环境抗原食物或环境抗原

母乳母乳母乳母乳
抗原抗原抗原抗原
IgA、、、、IgG
致耐受性因子致耐受性因子致耐受性因子致耐受性因子
肠生长因子肠生长因子肠生长因子肠生长因子
大生物影响因子大生物影响因子大生物影响因子大生物影响因子

抗原通过肠道抗原通过肠道抗原通过肠道抗原通过肠道
屏障屏障屏障屏障

免疫耐受免疫耐受免疫耐受免疫耐受

调节调节调节调节orororor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婴儿肠道婴儿肠道婴儿肠道婴儿肠道



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母乳喂养诱导免疫耐受（（（（Tolerance））））

�母乳喂养减少婴儿期过敏母乳喂养减少婴儿期过敏母乳喂养减少婴儿期过敏母乳喂养减少婴儿期过敏[15][15][15][15]

�减少乳糜泻减少乳糜泻减少乳糜泻减少乳糜泻[16][16][16][16]

�减少成年后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的发生减少成年后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的发生减少成年后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的发生减少成年后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的发生[17][17][17][17]

[15] Greer FR, et al. Pediatrics, 2008, 121(1):183-191.
[16] Radlovic NP, et alMed J. 2010, 51(5):417-42. 
[17] Gouveri E, et al. Curr Diabetes Rev, 2011, 7(2):135-42.



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早产儿营养规范2

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4

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早期营养与早产儿预后31

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母乳与新生儿免疫发育33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TPN-持续改进的过程持续改进的过程持续改进的过程持续改进的过程

GS 4mg/kg.d

至至至至 3.0g/kg.d

脂肪乳脂肪乳脂肪乳脂肪乳1.0g/kg.d

至至至至 3.5(4) g/kg.d

AA 2-2.5g/kg.d

保持血糖正常保持血糖正常保持血糖正常保持血糖正常



促进生长改善的策略促进生长改善的策略促进生长改善的策略促进生长改善的策略

�当患儿稳定时当患儿稳定时当患儿稳定时当患儿稳定时，，，，切勿延误切勿延误切勿延误切勿延误TPN

�及时开始给予静脉氨基酸及时开始给予静脉氨基酸及时开始给予静脉氨基酸及时开始给予静脉氨基酸、、、、葡萄糖适当浓度葡萄糖适当浓度葡萄糖适当浓度葡萄糖适当浓度
“vanilla TPN”

�不采取蛋白质逐步增量的方式不采取蛋白质逐步增量的方式不采取蛋白质逐步增量的方式不采取蛋白质逐步增量的方式 0.5, 1, 1.5, 2, 2.5, 
3, 3.5, etc.



胎龄与蛋白质代谢胎龄与蛋白质代谢胎龄与蛋白质代谢胎龄与蛋白质代谢

�蛋白质的分解率与胎龄成反比蛋白质的分解率与胎龄成反比蛋白质的分解率与胎龄成反比蛋白质的分解率与胎龄成反比

�ELBWI蛋白质丢失率超过一个健康足月新生蛋白质丢失率超过一个健康足月新生蛋白质丢失率超过一个健康足月新生蛋白质丢失率超过一个健康足月新生

儿的儿的儿的儿的2倍倍倍倍



早产儿出生体重与蛋白质、能量需求的关系

Ziegler EE.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07 , 45 Suppl 3:S170-4.

g/kg/d
kcal/kg/d

g/100kcal



分解代谢分解代谢分解代谢分解代谢

�无蛋白质摄入无蛋白质摄入无蛋白质摄入无蛋白质摄入，，，，ELBWI每天丢失体内蛋白质总量每天丢失体内蛋白质总量每天丢失体内蛋白质总量每天丢失体内蛋白质总量

的的的的1.5%

�外加胎儿将获得每天外加胎儿将获得每天外加胎儿将获得每天外加胎儿将获得每天2 – 3g/Kg

�3天之后天之后天之后天之后，，，，患儿体内将比出生减少患儿体内将比出生减少患儿体内将比出生减少患儿体内将比出生减少5%，，，，而比同龄而比同龄而比同龄而比同龄

胎儿减少胎儿减少胎儿减少胎儿减少10%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VLBWI早期蛋白质摄入早期蛋白质摄入早期蛋白质摄入早期蛋白质摄入

�Thureen等研究等研究等研究等研究显示显示显示显示，，，，为保持蛋白质平衡为保持蛋白质平衡为保持蛋白质平衡为保持蛋白质平衡，，，，生后生后生后生后

即给予即给予即给予即给予AA >1g/kg.d 18例例例例VLBW

�没有蛋白质不耐受的证据没有蛋白质不耐受的证据没有蛋白质不耐受的证据没有蛋白质不耐受的证据

�未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未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未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未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血血血血Cr,BUN无增高无增高无增高无增高



关于早期氨基酸应用关于早期氨基酸应用关于早期氨基酸应用关于早期氨基酸应用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500g早产儿生后数小时内给予早产儿生后数小时内给予早产儿生后数小时内给予早产儿生后数小时内给予AA3g/kg 
vs >24小时应用者小时应用者小时应用者小时应用者

�主要结果主要结果主要结果主要结果：：：：婴儿出院时婴儿出院时婴儿出院时婴儿出院时<10百分位的发生率百分位的发生率百分位的发生率百分位的发生率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AA组仅少数婴儿出院时组仅少数婴儿出院时组仅少数婴儿出院时组仅少数婴儿出院时< 10百分位百分位百分位百分位，，，，生长良生长良生长良生长良

好好好好；；；；PN使用时间短使用时间短使用时间短使用时间短

Valentine et al. Is Early Protein Critical? J Perinat 2009



非蛋白热量非蛋白热量非蛋白热量非蛋白热量 : 氮比氮比氮比氮比

�所有研究比率均在所有研究比率均在所有研究比率均在所有研究比率均在““““规范规范规范规范””””内内内内，，，，未观察到有害未观察到有害未观察到有害未观察到有害

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反思该人群的反思该人群的反思该人群的反思该人群的““““规范规范规范规范””””—更像成人创伤更像成人创伤更像成人创伤更像成人创伤

时使用时使用时使用时使用100:1，而非而非而非而非170np cal: 1gN

�一些实践一些实践一些实践一些实践— @ 20Cal/kg对1g/kg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



ELBWI早期氨基酸应用早期氨基酸应用早期氨基酸应用早期氨基酸应用

�生后生后生后生后D1 AA 2.4g/kg

�血血血血BUN增高增高增高增高，但不会有负面影响但不会有负面影响但不会有负面影响但不会有负面影响

�生后生后生后生后D2，较快达正氮平衡较快达正氮平衡较快达正氮平衡较快达正氮平衡

Goudoever JB  J Pediatr 147:457-461, 2005.



TPN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首先静脉液体需含首先静脉液体需含首先静脉液体需含首先静脉液体需含AA

�D5%和和和和D10%+ __%AA，起初静脉补液新生儿即起初静脉补液新生儿即起初静脉补液新生儿即起初静脉补液新生儿即

接受到蛋白质接受到蛋白质接受到蛋白质接受到蛋白质

�%氨基酸取决于本氨基酸取决于本氨基酸取决于本氨基酸取决于本NICU的体液规范的体液规范的体液规范的体液规范

�给多少量给多少量给多少量给多少量?

■ 2 – 3g/kg，部分部分部分部分3.5 – 4g/kg

■ 需要量取决于胎儿的吸收率需要量取决于胎儿的吸收率需要量取决于胎儿的吸收率需要量取决于胎儿的吸收率，，，，胎龄胎龄胎龄胎龄



关于氮平衡的研究关于氮平衡的研究关于氮平衡的研究关于氮平衡的研究

kcal/kg AA g/kg N balance

Anderson et al 60 0, 2.5 -0.08, 1.1

Kashyap et al 30, 50 0, 2.0 -1.1, 0.7

Rivera et al 50 0, 1.5 -0.8, 0.6

Saini et al 36, 45 0, 1.8 -0.8, 0.76

Van Lingen et al 47, 48 0, 2.3 -0.6, 1.4

Van Goudoever 
et al

26, 29 0, 1.15 -0.7, 0.06



关于蛋白质关于蛋白质关于蛋白质关于蛋白质、、、、能量需求的研究能量需求的研究能量需求的研究能量需求的研究

BW grams Protein 
g/kg/day

Energy 
kcal/kg/day

Prot/ energy 
g/100 kcal

500-700 g 4.0 105 3.8

700-900 g 4.0 108 3.7

900- 1200 g 4.0 119 3.4

1200-1500 g 3.9 127 3.1

1500-1800 g 3.6 128 2.8

1800-2200 g 3.4 131 2.6



静息能量消耗静息能量消耗静息能量消耗静息能量消耗
（resting energy expenditure， REE）

REE
日总能量消耗日总能量消耗日总能量消耗日总能量消耗

TDEE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 ））））

基础能量消耗量基础能量消耗量基础能量消耗量基础能量消耗量

运动能量消耗量运动能量消耗量运动能量消耗量运动能量消耗量

食物特殊动力作用食物特殊动力作用食物特殊动力作用食物特殊动力作用

生长发育所需能量



影响新生儿影响新生儿影响新生儿影响新生儿REE的因素的因素的因素的因素

REE



不同胎龄新生儿生后不同胎龄新生儿生后不同胎龄新生儿生后不同胎龄新生儿生后5-6周的周的周的周的REE

n= 197

Kcal/kg/d

Bauer J, et al. Am J Clin Nutr. 2009, 90(6):1517-24.

W1 W2 W3 W4 W5 W6

26-28w 29-32 33-35w 38-41w



中期早产儿的中期早产儿的中期早产儿的中期早产儿的REEREEREEREE: SGASGASGASGA高于高于高于高于AGAAGAAGAAGA

Bauer J, et al. Horm Res Paediatr. 2011,76(3):202-7.

胎龄胎龄胎龄胎龄33-36周周周周

生后第生后第生后第生后第1周周周周

SGA高于高于高于高于AGA

n = 32, P ＜ 0.002



新生儿败血症时新生儿败血症时新生儿败血症时新生儿败血症时REEREEREEREE:急性期低于恢复期急性期低于恢复期急性期低于恢复期急性期低于恢复期

n = 19, P ＜ 0.01

Feferbaum R, et al. Nutr Metab (Lond), 2010, 7:63.



促进早产儿生长的策略

1. 立即开始静脉氨基酸输入立即开始静脉氨基酸输入立即开始静脉氨基酸输入立即开始静脉氨基酸输入

2.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TPN，给予足够的给予足够的给予足够的给予足够的 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热卡和矿物质热卡和矿物质热卡和矿物质热卡和矿物质

3. 尽早开始经口喂养尽早开始经口喂养尽早开始经口喂养尽早开始经口喂养

4. 采用母乳或早产儿配方采用母乳或早产儿配方采用母乳或早产儿配方采用母乳或早产儿配方

5. 母乳强化剂提供更多蛋白质和矿物质母乳强化剂提供更多蛋白质和矿物质母乳强化剂提供更多蛋白质和矿物质母乳强化剂提供更多蛋白质和矿物质

6. 出院后继续给予母乳出院后继续给予母乳出院后继续给予母乳出院后继续给予母乳+强化剂强化剂强化剂强化剂，，，，或者早产儿出院或者早产儿出院或者早产儿出院或者早产儿出院

配方喂养配方喂养配方喂养配方喂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