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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慢性肝病患者，尤其在肝硬化时，常有明显营养不良的表现，如消瘦、浮肿、血浆低蛋白等，多年来，这些
表现未受到重视。近年来；国外对慢性肝病时蛋白能量营养不良的研究增多，认为其存在较为普遍，但一般均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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