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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NRS评分呈正相关(r=0.408～0.752,P<0.01)。重度损伤组第1～3周NRS评分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显著性(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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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121.28,q=2.15～21.15,P<0.001)。结论创伤病人营养不良风险与创伤严重程度有关。对创伤病人进行ISS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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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预测病人住院期间不同时间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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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nutrition and severity of injury and at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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