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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 Omega-3 脂肪酸在预防乳腺癌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中的效果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住院乳腺癌化疗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袁每组各 60 例袁
对照组患者给予醋酸氯已定常规口腔治疗袁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 Omega-3 脂肪酸遥 并对两组患者口腔

真菌感染尧牙周健康和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状况进行比较遥 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真菌感染率为 5.00%渊3/60冤袁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 16.67%渊10/6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4.227袁P约0.05冤曰试验组患者的菌斑指数为渊1.32依0.25冤尧牙龈指
数为渊1.27依0.22冤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渊2.41依0.33冤尧渊2.19依0.39冤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试验组患者的口腔

黏膜炎分级 0 级比例为 81.67%渊49/60冤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1.67%渊28/6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试验组

玉耀域级尧芋耀郁级比例为 11.67%渊7/60冤尧6.67%渊4/60冤袁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8.33%渊17/60冤尧25.00%渊15/60冤袁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Omega-3 脂肪酸在预防乳腺癌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中具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
效果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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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mega-3 fatty acid in preventing oral mucositis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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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Omega-3 fatty acid in preventing oral mucositi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oral treatment with chlorhexidine acetat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Omega-3 fatty acid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in control group. The oral fungal infection, periodontal health,
and oral mucositis sever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fungal inf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5.00%(3/6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6.67% (10/60)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4.227袁P<0.05). The plaque index (1.32依0.25) and gingival in鄄
dex(1.27依0.2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2.41依0.33)and (2.19依0.39),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proportion of mucositis grade 0 was 81.67% (49/6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1.67% (28/6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ratio of grades 玉 to 域, 芋 to

郁 was 11.67% (7/60), 6.67% (4/6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8.33% (17/60) and
25.00% (15/60)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Omega-3 fatty
acid has good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he prevention of oral mucositis in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pa鄄
tients, 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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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常用方法袁但是袁化疗药
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袁会对口腔黏膜等代谢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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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旺盛的组织造成损伤袁造成口腔黏膜炎的发生遥 据
报道袁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可高达 40%甚至
更高[1]遥 化疗所致的口腔黏膜炎不但会影响患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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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袁还由于感染预防尧住院时间延长
和施用镇痛剂等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2-4]遥 Omega-3

著窑

先将菌斑显示剂涂于牙面上袁之后漱口袁并对牙面上
着色菌斑的分布范围和部位进行观察和记录袁牙面上

脂肪酸主要成分为二十碳五烯酸渊EPA冤和二十二碳

无菌斑存在计为 0 分曰牙颈部龈缘处有散在点状菌斑

牙周炎尧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等炎症具有

窄带状菌斑存在计为 2 分曰牙颈部菌斑超过 1 mm 仍

六烯酸渊DHA冤袁大量的研究发现 Omega-3 脂肪酸对
较为明显的控制作用[5-7]遥 本研究将 Omega-3 脂肪酸
和常规口腔治疗醋酸氯已定联用袁进一步评价其对预
防和治疗乳腺癌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的作用袁获得较
好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存在计为 1 分曰牙颈部有宽度在 1 mm 及以下的连续

不超过 1/3 牙面计为 3 分曰牙面 1/3耀2/3 均覆盖了菌
斑计为 源 分曰牙面 2/3 以上均覆盖了菌斑计为 5 分遥
于牙龈指数[10]遥 运用牙龈指数对两组患者的牙龈病变

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评定袁首先将牙周探针置于患者牙
龈边缘龈沟的开口处袁然后沿着龈缘在牙龈处轻柔地

1 资料与方法

滑动袁滑动中轻微地触及组织袁同时观察牙龈的健康

1.1 一般资料

状况袁牙龈健康者计为 0 分曰牙龈颜色发生轻度改变袁

腺癌化疗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标准院淤经组

红色袁水肿伴中度炎症袁探诊时出血计为 2 分曰牙龈明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住院的乳

织病理确诊为乳腺癌袁 且接受术后化疗或新辅助化

疗[8]者曰于年龄 18耀80 岁者曰盂自愿参加本研究者遥 排
除标准院淤有认知障碍或有沟通障碍者曰于化疗前已
有口腔疾病者遥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袁每

组各 60 例袁所有患者均为女性遥 对照组年龄 30耀78 岁袁

平均渊62.82依12.53冤岁曰病理类型袁浸润性癌 49 例袁非
浸润性癌 11 例遥 试验组年龄 31耀80 岁袁平均渊63.57依
12.82冤岁曰病理类型袁浸润性癌 46 例袁非浸润性癌 14 例遥

两组患者的年龄和病理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

轻度水肿或炎症袁探诊时不出血者计为 1 分曰牙龈呈

显红肿或有溃疡袁伴严重炎症袁可能会自发出血者计
为 3 分遥

1.3.3 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 根据患者口腔症状对口
腔黏膜炎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袁口腔黏膜无症状为 0 级曰

口腔黏膜疼痛或口腔黏膜红斑但未对进食造成影响
为玉级曰口腔黏膜红斑或溃疡但仍能进食固体食物为
域级曰口腔黏膜严重红斑或溃疡以致无法进食固体食

物为芋级曰口腔黏膜溃疡融合成片且已经无法进食为
郁级[11]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符合正

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袁并与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化疗患者接受常规的口腔治疗袁具体如
下院即患者首先含漱 40 mL 0.05%的醋酸氯已定溶液
2 min袁在含漱过程中袁舌体要活动并配合鼓腮 15 次袁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遥P约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之后吐出溶液袁将口腔擦洗干净袁之后再含漱一次袁时

2.1 两组患者真菌感染情况比较

1 个疗程袁共进行 2 个疗程遥

低于对照组的 16.67%渊10/6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

间仍为 2 min袁方法同上遥 每天早晚各进行 1 次袁2 周为

1.2.2 试验组 化疗患者在接受常规的醋酸氯已定溶

液含漱的基础上加服 Omega-3 脂肪酸药物-多烯酸

试验组患者的真菌感染率为 5.00%渊3/60冤袁明显

4.227袁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真菌感染情况比较

乙酯软胶囊渊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
准字 H20003634袁规格院0.25 g/粒冤口服袁一次 2 粒袁一

n

组别

日 3 次袁疗程 源 周遥

试验组

1.3.1 真菌感染情况 对患者进行咽拭子涂片袁检查假

P值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对照组
字2 值

60
60

真菌感染阳性例数 真菌感染阳性率渊%冤
3

10

5.00

4.227

16.67

0.040

菌丝和芽生孢子存在情况袁有假菌丝或芽生孢子存在

为真菌感染阳性袁否则为阴性遥真菌感染率越真菌感染
阳性例数/总例数伊100%遥

1.3.2 牙周健康状况 淤菌斑指数 [9]遥 采用 Turesky 改
良 Quigley-Hein 法对两组患者进行菌斑指数检查袁首

2.2 两组患者牙周健康状况比较
试验组患者的菌斑指数为渊1.32依0.25冤尧牙龈指数
为渊1.27依0.22冤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渊2.41依0.33冤尧渊2.19依
0.39冤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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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3 脂肪酸是机体健康生长的必需物质袁由

表 2 两组患者牙周健康状况比较渊x依s冤
n

组别

60

试验组

60

对照组
t值

菌斑指数

牙龈指数

1.32依0.25

1.27依0.22

20.394

15.915

2.41依0.33
约0.001

P值

2.19依0.39

目前研究发现袁Omega-3 脂肪酸具有多重药理作用袁

约0.001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在常规醋酸氯已定溶液含漱的基础

2.3 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比较

试验组患者的口腔黏膜炎分级 0 级比例为 81.67%

渊49/60冤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1.67%渊28/60冤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玉耀域级尧芋耀郁级比例为 11.67%
渊7/60冤尧6.67%渊4/60冤袁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8.33%
渊17/60冤尧25.00%渊15/60冤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n

试验组
对照组
字 值
2

60
60

0级

既可以用于冠心病的预防袁又可以用于结肠癌的防治[18-19]遥
上袁加服主要成分为 Omega-3 脂肪酸的药物袁与对照
组相比袁既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真菌感染率袁提高了患

者的牙周健康状况袁同时袁还有效抑制了严重口腔黏
膜炎的发生遥提示醋酸氯已定溶液联合 Omega-3 脂肪
酸可有效提高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的防治效果遥 推测

其原因院淤化疗后口腔黏膜炎的发病与炎症尧机体免
疫功能降低相关袁而 Omega-3 脂肪酸的主要成分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免疫细胞增殖尧抑制炎症细胞趋附和

炎症因子分泌的作用遥 于Omega-3 脂肪酸还能通过加

表 3 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比较[n渊%冤]
组别

于体内不能主动合成袁又称为机体的野必需脂肪酸冶遥

强机体氧化物酶系的活性袁促进组织再生和炎症介质

玉耀域级

芋耀郁级

28渊41.67冤

17渊28.33冤

15渊25.00冤

路竞争性抑制炎症介质产生袁从而起到缓解组织损伤

约0.001

0.022

0.006

protectins冤本身具有抗炎和调节免疫状态的作用袁能够

49渊81.67冤

7渊11.67冤

15.983

P值

5.208

4渊6.67冤

清除遥 已有试验表明袁Omega-3 脂肪酸通过氧化物酶通

7.566

的作用[20]遥 盂Omega-3 脂肪酸代谢产物渊如 resolvins尧
产生抗炎和修复组织的功能遥

3 讨论

综上所述袁Omega-3 脂肪酸在预防乳腺癌化疗患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袁严重威胁女性的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遥 化疗是乳腺癌治疗的主要方
[12]

法之一袁然而袁由于化疗药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袁

也有导致患者发生口腔黏膜炎的风险遥 其可能的原因
为院淤化疗药物可能通过抑制口腔黏膜上皮细胞核酸

者口腔黏膜炎中具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袁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遥 然而袁由于样本量较小和单中心研究的
局限性袁其具体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遥 同时袁由于

Omega-3 脂肪酸公认的治疗剂量和疗程尚未明确袁因
此其最优的应用剂量和疗程也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和蛋白质的合成袁影响了口腔细胞的增殖袁进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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