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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会诊病例，涉及临床各科的

【摘要】 <正> 营养是机体生长,修复组织,产生抗力,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它直接影响手术的成败与术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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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我们曾对50例严重腹腔感染病人的血清白蛋白值与预后关系进行了观察,白蛋白<2.5g/dl组的死亡率为45.4%,

外科学辞典

而白蛋白>2.5g/dl者为14.20%(P<0.05)。近十余年来,我们收治了255例肠外瘘病人,其中138例进行了手术治疗,成功

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相关

率达97.2%。虽然手术方式与术后处理的改进有助于成功率的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手术时机的选择,手术时机主要决定

学科的五千余条名词术语。

于病人的营养与腹腔内感染的情况。138例病人中,术前经过良好营养支持者136例,成功134例(98.5%),另有2例由于

骨科临床诊断学

病情或其它原因,术前未能给予营养支持,术后均失败。虽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感染,但因营养不良而不能控制感染也

介绍有关应用解剖特点，特别重

是重要

视神经节段和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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