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营养问题 -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主页 | CNKI搜索 | 数字图书馆 | 读者服务 | 下载阅读器 | 操作指南 | 购买知网卡 | 充值中心 | 手机版 | 注册 | 登录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手机也能上知网

人才招聘广告投放

上手机知网，随时随地
畅游知识海洋！请手机
访问：wap.cnki.net

高层次人才荟萃
分学科精准投放
010-82895056转8323

节点文献

数字出版物推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营养问题

呼吸内科门诊手册
介绍目前呼吸科临床

推荐 CAJ下
载

PDF下

上应用的各种检查、

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请取消加速工具后下载。

治疗方法和手段。

载
【作者】 王曾礼； 萨藤三；

实用胸部疾病诊疗手册

【机构】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 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肺科；

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突出胸

【摘要】 <正>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大多形体消瘦、进食甚少、营

国外医学(内科学分册)
, Foreign Medical

部疾病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养不良,尤其是非紫绀喘息型患者。近年来对COPD的营养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引起注意。据实验研究,限制蛋白质及热

呼吸

卡摄入1周以上,肺免疫防御机制、肺组织结构及功能、呼吸的调控以及呼吸肌收缩等各方面均发生异常。兹就上述

重点描述呼吸系统疾病具有代表

问题扼要综述介绍。 COPD患者的营养状况约23～60%(平均40%)的COPD患者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0%,并伴有各种

性的临床实例。

营养障碍的指标,如体态、生物化学及免疫学的变化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营养不足； 碳水化合物； 营养状况； 患者； 标准体重； 营养问题； 体重减轻； 淋

重点刊登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
诊疗经验。

巴细胞； 呼吸困难；

Sciences,

中国肺癌

编辑部邮箱 ,

报道肺癌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和

1985年07期

临床诊疗经验。

[给本刊投稿]

呼吸系统病学词典
对呼吸系统疾病名词及其相关名

【被引频次】6

词加以说明。

【下载频次】6
节点文献中：

请输入检索词

知网节下载

全文快照搜索

本文链接的文献网络图示:
本文的引文网络

二级参考文献(0)

共引文献(0)
参考文献(0)

节点文献

引证文献(6)

二级引证文献(19)

同被引文献(15)
0

3

2

1

1

2

1

1

2

1985

1987

1989

1992

1995

1996

1999

2002

200

【引证文献】 说明：引用本文的文献。本文研究工作的继续、应用、发展或评价
全部

全部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找到 6 条

[1] 林琳,黄东晖,韩云.  参麦注射液对COPD患者胃肠功能紊乱影响的观察[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9(06)
[2] 何权瀛.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脾阳(气)虚与营养障碍[J].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9(07)
[3] 罗炎杰,袁玉如,张仲扬,陈文彬,殷大奎,叶馨,何太灵.  用力指数—估计呼吸肌力的一项指标[J]. 华西医科大学学报. 1989(01)
[4] 张国培,陈家珠.  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营养不良[J]. 贵阳医学院学报. 1987(04)
[5] 陈强,陈叶倩,熊君福.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和慢性肺心病病人营养状况分析[J]. 广西医学院学报. 1987(0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q1985&filename=gwlk198507009&uid=&p=[2012/8/21 18:34:5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营养问题 -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6] 宋陆存.  慢性呼吸衰竭治疗的某些进展[J]. 护士进修杂志. 1987(06)
【相似文献】 说明：与本文内容上较为接近的文献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找到 10 条

[1] 刘祚燕,张清琼,胡秀英.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营养支持研究进展[J]. 西部医学. 2010(05)
[2] 许建钢.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营养支持治疗的作用研究[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0(24)
[3] 卢大勇,高晓辉.  营养支持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应用进展[J]. 中国医药导报. 2007(19)
[4] 朴龙.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营养及代谢支持的应用[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0(02)
[5] 杨涛,周超,沈美珠,俞江月,徐浩.   营养干预对COPD稳定期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临床肺科杂志. 2009(10)
[6] 俞亦好,林雯,郑永克.  COPD患者病情分级与营养状况的相关性分析[J]. 护理学报. 2009(03)
[7] 郑向真.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病体重指数与肺功能的相关性[J]. 医疗装备. 2011(04)
[8] 倪丹,张影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分级,临床症状与营养指标的关系[J]. 当代医学(学术版). 2008(08)
[9] 黄志俭,罗琴,凌敏,祖里菲亚,赵明华,韩克斯.   慢性阻塞性肺病体重指数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 临床肺科杂志. 2009(01)
[10] 孙嵘,张莉娟,施晓中,胡国萍.   蛋白质营养不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的影响[J]. 上海预防医学杂志. 2009(05)
【同行关注文献】 说明：与本文同时被多数读者关注的文献。同行关注较多的一批文献具有科学研究上的较强关联性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找到 9 条

[1] 凌霞,张炜,毕小利.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生命质量测评的研究近况[J]. 中国医师杂志. 2006(05)
[2] 时春玲,陈长峰,贺芹.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营养不良及护理[J]. 工企医刊. 2006(01)
[3] 朱华栋,于春华,于学忠,王仲,周玉淑.   重组人生长激素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机械通气中的应用研究[J]. 北京医学. 2004(04)
[4] 杨玉萍,方利洲,刘凌,郑园园.   稳定期COPD患者营养与肺通气功能的关系探讨[J]. 中国医师杂志. 2002(06)
[5] 戴路明,杨玉萍,李兴文.  呼吸衰竭纠正期营养支持的并发症——高碳酸血症[J]. 临床医学. 1999(11)
[6] 刘晓芳.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营养不良相关因素分析与对策[J]. 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0(03)
[7] 黎介寿.  危重病人与免疫营养[J]. 肠外与肠内营养. 2001(03)
[8] 陈琳,傅恩清,谢永宏,楚东岭,刘同刚,金发光.   老年COPD患者153例的营养支持治疗 [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2(14)
[9] 徐凤珍,高福生,郑翠霞,王爱华,刘玉珠.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营养状态与运动通气耗氧[J]. 蚌埠医学院学报. 1998(02)
【相关作者文献】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找到 11 条

共2页       1 2 下一页 末页

张清琼

刘祚燕

黄志俭

倪丹

俞亦好

俞江月

朴龙

郑永克

罗琴

沈美珠

徐浩

周超

胡秀英

卢大勇

张影清

郑向真

许建钢

杨涛

林雯

高晓辉

[1] 罗方,刘畅,祝烨,邓珏琳,吴锦晖,丁群芳,张俊,张清琼.   双源CT与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对老年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诊断价值[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0(06)
[2] 张清琼,张新军,常彬宾,邱博芸,张燕,李君,曾智.   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异性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1(02)
[3] 张清琼,张新军.  血压变异性研究进展[J].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2011(03)
[4] 刘祚燕,张清琼,胡秀英.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营养支持研究进展[J]. 西部医学. 2010(05)
[5] 张清琼,张娅琴,张君.  瀑布沟水电站泄洪洞设计[J]. 水力发电. 2010(06)
[6] 常彬宾,王锋,许婷媛,张清琼,何军,张新军,李君.   醋柳黄酮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系统评价[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09(11)
[7] 张清琼.  大洪河电站压力钢管技术改造设计方法探讨[J]. 四川水力发电. 2006(02)
[8] 张清琼.  林业企业筹资途径[J]. 安徽林业. 2004(02)
[9] 张清琼,黄庆.  红叶二级水电站泄洪闸和冲沙闸抗冲耐磨设计[J]. 水电站设计. 2002(03)
[10] 张清琼.  二滩水电站调压室设计[J]. 水电站设计. 1999(02)

【相关机构文献】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找到 593 条

共6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末页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淄博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呼吸科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医院 山东淄博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干部医疗科/老年科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呼吸内科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q1985&filename=gwlk198507009&uid=&p=[2012/8/21 18:34:5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营养问题 -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1] 方莲花,孙 玉.  介绍一种卧床病人特殊接便法[J]. 中国保健营养. 2012(04)
[2] 付强,朴元子.  临床路径式教学法在护理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J]. 吉林医学. 2012(20)
[3] 金光明.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糖尿病肾病伴高血压患者肱动脉内皮功能[J]. 吉林医学. 2012(19)
[4] 齐艳.  腹腔内高压和腹腔间室综合征评估流程共识[J]. 当代医学. 2012(21)
[5] 朴香兰.  视网膜脱离术后的护理体会[J]. 求医问药(下半月). 2012(04)
[6] 李世波,朴红心,金龙洙,李立飞,谢淑云.   吉林省延边地区医院就诊人群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2(07)
[7] 崔英善,周朋.  男护生现存的压力调查及应对措施[J]. 科技信息. 2011(31)
[8] 金泽俊,朴春英.  标准化护理单元绩效考核的实践探索[J]. 吉林医学. 2011(34)
[9] 金善花,全光石.  100种中药材抗氧化活性的筛选[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1(20)
[10] 崔立敏.  临床路径在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 时珍国医国药. 2011(11)

京ICP证040431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新出网证(京)字008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备案号：110 1081725
© 2010中国知网(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服务热线：400-810-9888 订卡热线：800-810-6613
在线咨询：http://help.cnki.net 客服中心：http://service.cnki.net/ 电子邮件：help@cnki.net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q1985&filename=gwlk198507009&uid=&p=[2012/8/21 18:3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