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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精心换药联合中西医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效果观
察
白丽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610015
摘要：肛周坏死性筋膜炎临床较少见，中医学上称之为肛周烂疔，绝大多数发生
在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下，机体感染相应病原菌而致病。该病发病急、进展
快、病死率高，治疗关键是早期明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治疗坏死性筋膜炎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包括合理选择手术方法（彻底清创多切口引流）和应用抗
生素（血培养结果未明确前给予广谱抗生素治疗）。但是，术后给予中医中药熏
蒸坐浴，不仅有利于切口脱腐，也可促使创面肉芽生长、愈合。针对此类患者，
笔者采用护理干预精心换药，并配合医师对患者全身抗感染、支持治疗，在为患
者换药时可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并及时对医师的综合治疗进行反馈和配合，根据
患者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病情，制定不同的护理方案。同时，也可让护理团队
增强对患者的耐心、细致。
关键词：肛周；坏死性筋膜炎；中西医治疗
引言：
肛周坏死性筋膜炎表现为病变区域的皮肤、皮下及筋膜组织坏死，是一种少
见的以广泛而迅速的皮下组织和筋膜坏死为特征的软组织感染，常伴有全身中毒
性休克。本病是多种细菌的混合感染，其重要特征是感染只损害皮下组织和筋膜，
[1]
不累及感染部位的肌肉组织 。它是由多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肛门周围软组织、会
阴部、阴囊快速大范围坏死的重症，临床少见，病死率高。为了缩短肛周坏死性
筋膜炎患者的治疗疗程，促进创口早日愈合，我院将这些患者全部实施多切口切
开引流排脓、彻底清创治疗，术后配合护理干预精心换药、积极抗感染等治疗，
根据患者体质采用中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医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收治的 35 例肛周坏死性筋膜炎患者
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18 例）和对照组（17 例）。试验组男 15
例，女３例；年龄 48~71 岁，平均 62.0 岁。对照组男 16 例，女１例；年龄 51~70
[2]
岁，平均 61.0 岁 。患者均已被详细告知试验内容，自愿参与本试验，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2 治疗方法
２组治疗方法相同，均最大范围行多切口引流、彻底清创处理。尽快、彻底
清创是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的关键，其清创的目的是切除全部无活力的组织，
充分敞开创面并暴露，建立通畅引流的渠道。需注意，要保留必要的皮桥，创口
处直接引流或放置引流管，并用过氧化氢溶液和生理盐水交替冲洗。在未得到细
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前，早期应用广谱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以后根据细菌
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再行调整。术后多观察，勤换药，而且要彻底，坚决不留死
腔，发现有坏死组织需再次扩创，联合应用足量有效抗生素。术后应用杨向东教
[3]
授的经验方消肿止痛汤熏蒸坐浴 。消肿止痛汤组方为芒硝、明矾、苦参、滑石、
冰片、当归、龙胆草、蒲公英、连翘、地龙，紫花地丁，随证加减。方药小火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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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熏蒸 10min，坐浴 15min，每日早晚各１次。
1.3 护理方法
1.3.1 对照组
接受肛肠科一般换药。根据创面的情况合理换药：换药前做好解释工作，取
得患者配合；室温控制在 24℃左右，避免暴露患者隐私；因创面大，每次换药
都应用生理盐水冲洗创口，然后填塞盐水纱条。接触患者前后均应消毒双手，防
止继发感染。
1.3.2 试验组
接受护理干预精心换药。采用专人专管专治的方式，根据患者创面情况进行
精心换药，并及时调节换药时的用药及换药方式。换药前，先根据患者生命体征
做好评估工作，再对患者及家属做好解释工作，得到他们的绝对配合。室温控制
在 23~26℃，采用屏风或床帘遮挡。因创面大，在清创过程中，坏死组织的远端
一定要清创至见到正常组织为止。第１阶段（初期每天使用过氧化氢溶液及我院
院内制剂连栀矾溶液认真冲洗每一个切口，并注意清理切口分泌物，然后在切口
处以黄连纱条填塞引流。第２阶段（中期）：用康复新液冲洗切口，注意患者切
口肉芽生长情况，观察肉芽的颜色，可适当使用美洲大蠊粉以助肉芽生长。第３
阶段（后期）：使用紫草油纱条填塞创口，观察创口生长情况，并注意创口愈合
情况，避免桥型愈合。每次换药对患者来说都是一次长时间的疼痛刺激过程，所
以要求专人专管专治，针对患者生理及心理情况进行评估与疏导，操作时要轻柔
迅速，做到“快、准、短”，尽量缩短换药时间，并在换药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
心率和疼痛情况，以免出现疼痛性休克。坏死性筋膜炎的致病菌可通过医护人员
被污染的手传播，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院感要求对病室进行管
理，必要时请医院感染科人员给出建设性意见，防止病菌扩散，如用空气消毒机
或紫外线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房间内物品采用含氯试剂擦拭，限制进出病房的
人数等；医务人员必须严格无菌操作，凡接触患者前后均应按照院感要求进行“七
步洗手法”消毒双手，防止继发感染，加重患者病情。
1.4 疗效判定标准
术后２个月评价总体疗效。痊愈：创面愈合率 100％，创面上皮完全覆盖，
病情恢复至正常；显效：100％＞创面愈合率＞75％ ，创面肉芽组织新鲜，颜
色鲜红；有效：75％＞创面愈合率＞25％，创面肉芽组织较新鲜，色红，无或有
很少的脓性分泌物，渗液量明显减少；无效：创面愈合率＜25％，创面肉芽组织
色暗，生长很少，或脓性分泌物较多，渗液量大，创面大小、深度无明显缩小趋
势。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
２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Ｘ 检验。
Ｐ＜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2.1 治疗效果
试验组痊愈 15 例，显效２例，有效１例，总有效率为 100％（18/18）；对
照组痊愈６例，显效５例，有效４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为 88.23％（15/17）。
试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0.05。
2.2 创口愈合时间
试验组创口愈合时间为（34.14±10.52）ｄ，对照组为（69.22±9.5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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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0.05。
2.3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试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 17 例（94.4％），对照组 11 例（64.7％）。试
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精心换药联合中西医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可提高治愈
率，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患者痊愈后，仍需要
注意饮食起居，不过度饮酒和过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免灼津耗液，导致燥热内
生，或损伤脾胃，滋生湿热，导致湿热下注。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
者应注意加强全身营养，饮食合理，荤素搭配，定时排便，防止便秘，避免干结；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积极治疗原发的全身性疾病和局部皮肤损伤及预防外伤的发
生。皮肤创伤时，应及时清除污染物，消毒创口；并发全身不适时，要遵医嘱给
予正确的处理。
参考文献：
[1] 唐 莉 , 李 振 . 肛 周 坏 死 性 筋 膜 炎 的 综 合 治 疗 [J]. 现 代 仪 器 与 医
疗,2017,23(02):111-112+115.
[2]罗超兰,胡正昌,杨向东.中西医结合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 26 例[J].实
用中医药杂志,2017,33(04):390.
[3]谷丰.透脓托毒饮联合手术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观察[J].中国
中医急症,2017,26(04):668-670.

3

浅析中西医联合护理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邱卉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 014000
摘要：子宫内膜异位症(EMS)即具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组织于宫腔黏膜以外区域出
现，引起的以痛经、腹痛、盆腔痛、性交痛、月经不调等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是
一类育龄期女性较为高发的疾病，严重时易继发不孕，对患者的心理、生活甚至
家庭的影响较大。临床治疗以保守药物控制及手术治疗为主，近年来随着微创技
术及快速康复外科的临床应用与发展，腹腔镜手术在本病治疗中的价值逐渐凸显，
患者术后恢复期短，且因手术创伤导致的应激、疼痛、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也显著降低，中西医结合治疗与护理是近年来临床工作的重点及方向之一，本研
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EMS 患者为观察对象，就中西医联合护理在本病术后恢复中的
应用效果及价值进行观察研究，现报道如下。
关键词：子宫内膜异位症；腹腔镜；中西医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妇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行腹腔镜下保留性手术治
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98 例为观察对象，年龄 27～61 岁，平均(41．95±4．57)
[1]
岁 。已婚已育 51 例，已婚未育 30 例，未婚 17 例。以痛经、腹痛及性交痛等
为主要症状，继发不孕者 23 例，所有患者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即严重程度分型，
均为中重型，均实施择期腹腔镜下保留性手术治疗，纳入标准:术前常规检查未
见异常征象者，肝肾功能正常者，无药物过敏史者，无凝血功能障碍或血液系统
疾病者，无激素药物治疗史者，认知能力正常且能够自行独立完成功能评定者，
治疗依从性高且全程配合治疗者，连同家属就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无肢体
[2]
运动功能障碍者 。随机将患者等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年龄 27～60
岁，平均(42．58±3．79)岁;已婚已育 25 例，已婚未育 15 例，未婚 9 例;中型
39 例，重型 10 例;继发不孕者 12 例。观察组年龄 28～61 岁，平均(41．84±4．58)
岁;已婚已育 26 例，已婚未育 15 例，未婚 8 例;中型 40 例，重型 9 例;继发不孕
[3]
者 11 例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护理
两组患者均实施腹腔镜下保留性手术治疗，护理人员在术前协助患者完善各
项检查，做好腹腔镜手术的认知干预及宣教工作，就有术前心理应激反应的患者
做好心理疏导，做好术前胃肠道准备(术前禁食禁饮 4～6h)、手术区域的常规清
洁消毒等工作，协助医师完善手术及麻醉相关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工作，进入手术
室后做好保温工作(手术区域以外的部位保温性覆盖、室温控制在 22～25℃)，
术中统一采取液体保温措施(静脉输注液的温度约在 38℃左右)，配合医师完成
手术内容，做好术中情况的观察及记录。
1.3 术后护理
1.3.1 对照组
(1)术后常规护理。手术完毕后将患者送回病房，去枕平卧，做好生命体征
监测及低流量给氧工作，静脉补液给予抗感染药物，术中出血量较大者遵医嘱给
予晶胶体补充，就术后注意事项向患者家属详细交代(主要包括麻醉不良反应、
术后疼痛、生命体征、引流管、切口等)。(2)常规支持护理。待患者麻醉清醒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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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适症状后，可更换自由舒适体位，指导并协助患者翻身、坐起等早期床上活
动。做好健康教育工作，主要包括术后常见并发症的防护、切口引流管的自护、
饮食干预、早期活动等内容，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术后的认知及应对能力，每日定
时为患者做外阴的清洁消毒、定期更换切口敷料，同时留意患者切口情况。(3)
心理护理。做好患者心理干预工作，通过注意力转移法、预后良好病例介绍、医
护人员关怀、家庭支持等方式，改善并解除患者负性心理，减少心理应激对后续
治疗与预后产生负面干扰，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必要时寻求专业心理医师的支持
治疗。(4)随访护理。为期 1 年，就患者恢复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同时提醒患者
定期复诊。
1.3.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联合中医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1)中药内服护理。
在中医理念中子宫内膜异位症属“血瘀证”范畴，故而临床治疗应以活血化瘀为
主，对观察组患者给予我院自配的活血化瘀方煎汁内服，以川穹、当归、赤芍、
丹参、延胡索、五灵脂各 10g，桃仁、青皮、白芍各 6g，柴胡 15g 等为 1 剂，加
水煎汁至 300ml 左右，每日早晚分次温服，指导患者正确煎汁的方式。非月经期
连续服用，治疗 3 个月。(2)中药外敷护理。采用我院自配腹部外敷方，以益母
草 15g、独活 10g、丹参 20g、艾叶 16g、赤芍 12g、三棱 10g、桂枝 5g、姜黄 40g、
香附 50g、莪术 60g、薄荷 20g 等为 1 剂，混合均匀独立分包后，嘱患者及家属
每次使用前添加 200～300ml 米醋和 200～300ml 米酒，置入铁锅或钢锅中加热并
翻炒，温度控制在 70～75℃左右，置入配置的外敷包内，绑缚在脐部及以下区
域进行热敷，热敷时间以外敷包冷却至体温为宜，每月经期完毕后 3～4d 开始每
日 1 次热敷，连续 2 周，为 1 个疗程，每月给予 1 个疗程中药外敷，连续 3 个月。
(3)腧穴针刺护理。向患者做好针刺治疗的健康教育工作，就针刺感受、时间、
效果、主要部位等进行介绍，提高患者认知，帮助患者放松，配合医师做好针刺
部位的消毒、针刺、行针、电刺激等治疗，主要腧穴有子宫穴、三阴交、阳陵泉、
关元、足三里等腧穴，护理人员须严格控制电刺激强度与时间，强度以患者能够
耐受为宜，时间约为 25min。针刺治疗 1 周 2～3 次，月经期除外，连续治疗 3
个月。
1.4 评价指标
1.4.1 疼痛症状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及疼痛数字分级法(NＲS)对疼痛情况进行评定，各
分值范围均为 0～10 分，评分与疼痛症状呈正相关，分别于手术前、出院前、护
理干预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定。
1.4.2 疗效评定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相关评定原则，其中治愈:痛经积分
为 0 分，临床症状全部消失;显效:痛经积分降低 50%以上，临床症状显著改善甚
至消失;有效:痛经积分有所降低，临床症状好转;无效:痛经积分及临床症状无改
善甚至恶化。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
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疼痛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 VAS 及 NＲS 评分均较高，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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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出院前，两组患者各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出院前及护理干预后观
察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VAS 及 NＲS 评分比较( 分，x±s)

2.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3 讨论
综上所述，在腹腔镜治疗的 EMS 患者中，实施中西医联合治疗与护理的临床
价值较大，可提高并巩固临床治疗效果，临床护理工作中值得进一步研究实验，
以获取更为实用的个体化的中西医护理方案。
参考文献：
[1]冯锦霞,夏忠胜,钟娃,钟英强,于涛,陈其奎.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 3 例报
告并文献复习[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8,38(07):670-673.
[2]陈燕妹,康佳丽,张晓燕,藏宁,郭文英,史文丽.子宫内膜异位症 PGE2 水
平 与 异 位 内 膜 VEGF 、 bFGF 相 关 性 研 究 [J]. 深 圳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2018,28(12):74-75.
[3]骆婕.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中腹腔镜手术的应用价值[J].中国实用医
药,2018,13(18):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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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的护理
张春琴 襄阳市中医医院湖北襄阳 441000
摘要：带状疱疹于各个年龄段均会出现，老年患者在患此病后，呈现出疼痛症状
显著、病程长以及后遗神经痛发生率高的特点。个别患者表现出较大的发病面积
以及较差的机体免疫功能，皮损无法做到快速愈合，日常生活受到极为严重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择我院 2015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62 例带状疱疹患者作
为实验对象，采用抽签法分组，临床在中西医治疗过程中研究护理方式期间，对
照组（31 例）：选择基础护理；观察组（31 例）：选择基础护理+综合护理。就两
组止疱时间、止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展开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带状疱疹患者在
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对其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对于止疱时间、止
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缩短可以做出充分保证，从而促进康复。
关键词：带状疱疹；中西医护理
引言：
带状疱疹作为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疾病，主要因为病毒使得患者呈现皮肤炎症
的现象，在病症逐渐发展后，于全身延伸，症状主要集中于水疱症状以及丘疹症
状，在患病过程中，患者会呈现程度有所不同的疼痛感。临床对于此病在治疗期
间，以中西医疗法的应用最为普遍，为了使得疾病疗效获得显著提升，期间配合
[1]
给予护理干预表现出显著价值 。本次研究将确定最佳方法对带状疱疹患者进行
护理，以此说明综合护理应用的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5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62 例带状疱疹患者作为实验对
象，采用抽签法分组，对照组（31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1 例；年龄 59～85
岁，平均年龄（77.25±3.19）岁；属于躯干部、头面部以及肢端部的患者例数
分别为 12 例、10 例以及 9 例；病程 2～8d，平均病程（4.25±1.25）d；观察组
（31 例）：男性 22 例，女性 9 例；年龄 60～86 岁，平均年龄（77.29±3.22）
岁；属于躯干部、头面部以及肢端部的患者例数分别为 13 例、11 例以及 7 例；
病程 2～9d，平均病程（4.29±1.26）d；此次研究均获得伦理委员会同意，对
于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完成签署；对两组性别、年龄、患病位置以及
[2]
病程进行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
1.2 方法
两组在进入医院后，临床均选择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治疗；在此过程中，临
床研究护理方式期间，对照组选择基础护理方法；观察组选择基础护理加综合护
理；对于对照组，护理人员通过介绍中西医结合疗法以及基础护理要点等完成；
[3]
对于观察组 。
1.2.1 给予心理护理干预
患者在患带状疱疹后，会呈现剧烈疼痛感，从而呈现情绪恶劣以及脾气暴躁
的现象，因为表现出低落情绪，生活质量以及社交能力严重下降。此类患者会呈
[4]
现沉重心理负担，甚至萌生自杀想法 。对此护理人员需要给予心理治疗以及护
理干预，以将疾病恐惧感以及忧虑感显著消除。护理人员选择鼓励、解释以及安
慰等系列方法，将患者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将机体抗病痛能力增强。此外，对
于患者的自尊需要充分维护，诸多患者害怕疱疹对容貌造成损害，对此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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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耐心解释，将患者内心恐惧感充分消除，使得患者急躁以及焦虑情绪消
除，使得痛感注意力分散，心理抗病痛能力显著增强，疼痛感显著缓解，疼痛阈
值显著提高。
1.2.2 给予皮肤护理干预
护理人员要求患者所穿衣服材质为棉质，保证宽松，避免呈现衣物摩擦的现
象。此外，需要将衣服换洗频率提升，对指甲进行修剪，防止将皮肤抓破后呈现
感染的现象。患者表现出水疱以及分泌物后，需要对水疱完整性做出保证，将感
染显著减少，将皮肤暴露，确保能够自然晾干。
1.2.3 给予眼部护理干预
病毒在对三叉神经眼支造成侵犯后，会呈现眼结膜胀痛以及红肿症状，需要
展开抗病毒治疗，如果需要，安排眼科医生会诊，避免呈现眼底损伤的现象[5]。
1.2.4 给予饮食护理干预
因为患者表现较低抵抗力，需要确保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以及高维生素，
对于刺激性食物禁止进食。
1.2.5 给予半导体激光照射护理干预
半导体激光表现出较强的穿透力，针对机体刺激作用极为强烈，使得神经末
梢兴奋性显著降低，确保肌张力保持松弛，以对局部血液循环加以促进，将疼痛
感显著缓解，避免呈现感染现象。对于每部位进行 10min 照射，照射频率为 1
次/d；如果呈现眼带状疱疹现象，则照射过程中，需要对双眼进行遮挡，将眼部
刺激显著减少。
1.2.6 给予中医护理干预
①在针刺过程中，需要根据医嘱认真展开，施针期间，需要对患者反应认真
观察，明确是否呈现弯针、晕针以及断针的现象，完成后，对针刺时间、穴位以
及感受加以记录；②在刺血拔罐过程中，需要按照医嘱进行，合理进行体位选择，
将拔罐位置充分暴露，做好保暖措施，对隐私进行保护。对拔罐时间、位置以及
皮肤表现等加以认真观察。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止疱时间、止痛时间、结痂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对护理结果展开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止疱时
间、止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以（x±s）表示进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2 结果同对照组止疱时间、止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对比，观察组时
间明显缩短（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止疱时间、止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临床对比（d，x±s）

2 讨论
临床医师选择中西医结合方法对带状疱疹进行治疗，针对机体表现出的刺激
作用较为强烈，对细胞膜通透性会产生影响，针对系列酶能够有效刺激，将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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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显著增加，针对神经体液系统以及神经末梢可以显著刺激，从而使得神经末梢
兴奋性显著降低。为了使得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提高，对患者配合给予护理干预
意义显著。
护理人员针对带状疱疹患者在护理期间，需要依据发病特点，在对基础疾病
观察的过程中，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干预，对疼痛阈值以及皮损症状进行全面评估，
避免呈现创面感染现象，并且确保疼痛感可以获得缓解以及消除，从而使得疾病
痛苦感显著缓解，对于康复显著促进，使得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综上所述，带状疱疹患者在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给予综合
护理，对于止疱时间、止痛时间以及结痂时间缩短可以显著促进，从而证明综合
护理干预应用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隋东升.中药结合针灸治疗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合
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8,6(36):153.
[2]陈秀,陈静,张其鹏,孙海鸥.中西医结合治疗 HIV 感染者带状疱疹伴发水
痘验案 1 则[J].湖南中医杂志,2018,34(12):76-77.
[3]豆小妮,郑玉琴,王同福,王君琴,韦薇.揿针围刺治疗带状疱疹的效果[J].
中国当代医药,2018,25(36):123-126.
[4]钟雨,甘红婉,曾瑜.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红光治疗带状疱疹神经
痛的临床观察[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8,38(11):1092-109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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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对辅助治疗小儿腹泻临床效果研究
杨丽 红鹰潭市人民医院儿科 335000
摘要：儿童的身体机能正在不断发育和完善，其胃肠道功能相对较弱，在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时很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其中以腹泻较为常见。但儿童对营养的需
求量较大，因此在肠道受到损伤后将会对其正常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根据临
床实践，在患儿发生腹泻后未得到及时治疗时，其还可能出现水电解质紊乱、感
染和肠套叠等多种并发症，严重威胁患儿的身体健康，因此需要及时给予其有效
的治疗措施。基于此，本文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腹泻患
儿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试验
组患儿给予中西医结合护理。比较患儿治疗总有效率、住院时间及满意度评分。
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腹泻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较好，能明显缩短患儿
的住院时间，具有较高临床价值。
关键词：中西医护理；儿科；腹泻
引言：
小儿腹泻是儿科常见的疾病，其属于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以腹泻为主的一
[1]
组疾病。小儿腹泻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主要分为感染因素和非感染因素 。感
染因素主要是指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等肠道内感染以及其它肠道外感
[2]
染，非感染因素主要有饮食不当、过敏、气候影响、双糖酶缺乏或活性下降等 。
患儿发病后正常代谢将受到严重影响，对患儿的身体成长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需
要及时给予其有效的治疗措施。本研究对小儿腹泻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护理的应用
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腹泻患儿中选取 60 例，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最小 4 个月，最
大 6 岁，平均（3.16±1.22）岁；病程 16～74h，平均（43.25±6.47）h。试验
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1～6 岁，平均（3.24±1.16）岁；病程 14～75h，
平均（43.75±6.28）h。2 组患儿基本资料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西医护理，患儿入院后对其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进
行严密监测，对其大便量和次数进行记录，并对病房进行全面的消毒杀菌处理，
[3]
尽量将患儿隔离治疗 。治疗期间患儿食欲不振时可让其多饮水，在患儿有食欲
的情况下指导家属少量喂食，并且要注意饮食卫生，每次喂食前应对用具进行消
毒杀菌处理。患儿发热时可给予其冷敷物理退热，必要时遵医嘱给予患儿退热药
物，并且要给予患儿钠盐补充，患儿伴有呕吐症状时应让其保持侧卧，防止吸入
呕吐物窒息。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中医护理，具体如下。
1.2.1 饮食护理
患儿治疗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其饮食护理，其中脾虚型患儿应尽量以
软、热的食物为主，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其山药和大枣等；湿热型腹泻患儿应多为
其准备红豆、薏米、绿豆等清热除湿的食物；脾肾阳虚型患儿应以蛋白质含量较
高的食物为主，并且要尽量将食物捣碎后喂食，避免患儿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
伤食型患儿应对日常饮食进行严格控制，并为其准备开胃的食物，促使其食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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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于寒湿型患儿，应为其准备温热养胃除湿的食物，起到除湿驱寒的作用。
1.2.2 治疗护理
患儿治疗期间也可结合中医方式完成，其中同样需要根据患儿临床证型的不
同采取辨证措施。对于脾虚型患儿，在其治疗过程中可在其肚脐处使用丁桂散进
行局部敷用，起到散寒止痛的功效，促使患儿腹部血液流通以改善胃肠功能；对
于湿热型患儿，其发病后容易出现红臀的情况，护理人员应多对其臀部进行清洗，
并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麻油对患儿臀部进行涂抹，在患儿伴有灼痛感时，可将黄柏
煎煮后取汁进行臀部的清洗；对于脾肾阳虚型患儿，其治疗期间应做好保暖措施，
并且可让患儿多晒太阳，从而促使其阳气提升；对于伤食型患儿，治疗期间应密
切观察其腹痛症状的改善情况，在患儿腹痛腹胀较为严重时，可将芒硝炒热后进
行腹部热敷处理，从而缓解患儿局部胀痛；对于寒湿型患儿，治疗过程中可使用
热水袋对患儿进行腹部热敷，从而起到较好的保暖效果，同时可使用生姜红糖茶
让患儿口服以缓解其腹泻和疼痛症状，患儿大便泡沫较多且有肠鸣音时，可将三
香散炒热后对患儿进行腹部热敷处理。
1.2.3 推拿护理
根据患儿临床证型不同，还可以给予其中医推拿护理。对于寒湿型患儿，取
手部阴阳穴推按 1min，补脾土 2min，推三关 1min，补大肠 2～3min，揉压腹部
3min，按压天枢穴 2min，推背部上七节 1min，由下至上捏脊 8 次；对于湿热型
患儿，退六腑 1min，清补脾 2min，清大肠 2～3min，脐部揉压 2min，中脘、天
枢各揉按 1min，用拇指由上至下刮脊 15 次，长强揉按 1min；对于伤食型患儿，
清脾土 1min，板门揉按 1min，清大肠 2～3min。清小肠 1min，揉按脐部 2min，
揉压顺结肠 2min，中脘和天枢各揉按 1min，由上至下刮脊 30 次，下七节推 20
次；对于脾虚型患儿，补脾土 2min，运土入水 2min，补大肠 2～3min，揉按脐
部 2min，中脘、天枢和关元各揉按 1min，足三里揉按 1min，由上至下捏脊 10
次，提拉胃俞、肝俞和肾俞处，上气节推 1min。
1.3 观察指标和判定标准
对患儿住院时间进行统计，对护理满意度进行评分。疗效判定标准为：患儿
治疗后腹泻腹痛症状基本消失且大便恢复正常为显效；治疗后患儿的临床症状有
所改善且大便次数和量均减少为有效；治疗后患儿病情无明显变化甚至加重为无
效。满意度评分用自制量表，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以百分率和（x±s）表示，
2
进行χ 检验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患儿疗效比较
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3472，P＜
0.05），见表 1。
表 1 2 组患儿疗效比较
[例(%)]

2.2

2 组住院时间及满意度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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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患儿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2 组患儿住院时间及满意度评分比较
（x±s）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
患儿住院时间及满意度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护理
在小儿腹泻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有效提升患儿治疗效果，并缩短其治疗时
间，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吉日嘎拉图,白桂英.蒙药“敖勒盖-13 味散”穴位贴敷治疗小儿腹泻及
肠痉挛的临床观察[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52):89.
[2]李若蒙,王悦,常冬梅.参苓白术散联合双歧杆菌治疗脾胃虚弱型小儿腹
泻临床观察[J].光明中医,2018,33(12):1785-1787.
[3]靳松丽,郭莹莹.推拿辅助治疗小儿腹泻病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
儿科学,2018,10(03):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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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肾结石软镜手术后临床观察
杨会 南阳南石医院 473000
摘要：肾结石指结石发生在肾盂，出现在肾盏及输尿管与肾盂连接的地方。因为
肾是泌尿系统形成结石的主要部位，是其他部位结石的发源地，像输尿管的结石
几乎全部来自肾脏，况且肾结石对肾脏的直接伤害比其他结石更容易，所以早期
的诊断及治疗十分必要。现在有很多治疗肾结石的方法，但对肾结石患者在行碎
石术后的护理方法并不多见。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已经很难适用于当前的医疗环
境。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是由诊断、手术或疾病等情况结合中西药的疗效，全
面的分析患者身体状况来制定的护理方案，有标准化的护理流程，从患者入院到
出院都凭借这个模式来接受护理和治疗。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能有效促进患者康
复，提高患者治疗自信心，减轻患者的术后疼痛及损伤，从而改善患者预后。中
医学认为，肾结石发病多为“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
成淋”。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术后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
偏热型患者以清热补血类食物为主，气血两虚型患者以补气补血类食物为主。
关键词：肾结石；软镜；中西医护理
引言：
肾结石在临床上是一种多发并常见的疾病，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做完碎石手术的患者容易发生感染，所以科学规范的护理模式应用到术后患者中
非常重要。对于肾结石，新型治疗护理模式中，中医西医结合护理干预相对突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和主张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的模式。笔者就近年来在
本院接受肾结石软镜手术碎石，并进行中医西医结合护理干预的患者进行观察总
[1]
结，结果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在本院接受肾结石软镜手术碎石的患者共
[2]
66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各 33 例 。观察组男 18 例，女 15 例；年龄 33~65
岁，平均(49.12±6.58)岁；其中单侧肾结石 22 例，双侧肾结石 11 例。对照组
男 16 例，女 17 例；年龄 35~60 岁，平均(46.33±3.98)岁；其中单侧肾结石 25
[3]
例，双侧肾结石 8 例 。2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对本研究均知情
同意。
2 护理方法
2.1 对照组
予患者行西医常规护理。术前护理：护理人员应当在患者进行手术前遵循医
嘱给患者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出凝血时间、心电图、胸部 X 射线、肾盂造影
[4]
等；同时应做好相应的术前准备工作，如备皮、皮试和清洁洗肠等 。术后护理：
护理人员要督促患者维持正确体位，尽可能避免不当的体位对神经的损伤或肌肉
的拉伤；对患者手术后病情的变化进行密切的观察，若出现恶心、呕吐、低血压
等现象或状况，及时通知医师作出相对应的处理。
2.2 观察组
予患者行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
2.2.1 术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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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体位护理：由于手术过程中需要患者俯卧，为了防止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的
情况，护理人员需要提前训练患者进行特殊体位练习。术前 3 天护理人员指导患
者进行俯卧练习，每天 30min，逐渐延长到每天 45min~1h。②心理护理：由于患
者对手术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相应的会出现紧张、焦虑、害怕等心理现象，
这些消极的心理会严重影响医患之间的配合，大大降低了手术效果，甚至造成手
术失败。所以，护理人员需要提前与患者及时沟通交流，让患者了解手术的具体
情况，例如作用、原理和预后，同时也应引导患者在手术中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打消其心中的疑惑，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配合手术治疗。
2.2.2 术后护理
①环境护理：在手术结束后后，护理人员要为患者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叮
嘱患者家属在患者睡眠前按压患者的神门穴、百汇穴、舒适穴、合谷穴约 30min。
②饮食护理：针对患者不同情况指导其饮食，偏热型者要以藕片、鱼类以及蔬菜
等饮食为主，可以达到清热补血的作用；而气虚型者则应食用桂圆、红枣以及鸡
汤等补气；气血两虚型者则可进食山药、大枣等。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分析比较术后感染和健康知识达标率；②分析比较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
间、卧床时间和住院费用；③治疗 7 天后，观察比较患者出现发热症状和出血症
状情况；④统计分析患者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出院时，由患者或家属回
馈护理工作满意度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内治疗前后采用
配对 t 检验，2 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独立样本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2 组术后感染、健康知识达标情况比较
见表 1。术后感染率、健康知识达标率观察组分别为 6.06%、90.91%，对照
组分别为 27.27%、39.39%，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2 组术后感染、健康知识达标情况比较
例(%)

4.2 2 组术后出血以及发热情况比较
见表 2。术后发热率、出血率观察组分别为 9.09%、6.06%，对照组分别为
33.33%、24.24%，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2 组术后出血以及发热情况比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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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 组手术、卧床、住院平均时间和住院费用比较
见表 3。干预后观察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卧床时间和住院费用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2 组手术、卧床、住院平均时间和住院费用比较

4.4 2 组术后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见表 4。术后护理总满意率观察组为 93.94%，对照组为 75.76%，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2 组术后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例(%)

5 讨论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采取了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患者在术后感染率、健康知
识达标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卧床时间、总体平均住院费用、患者发热率和
出血率等方面的疗效均较对照组好，故而患者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P＜0.05)。
提示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方式对行碎石术患者有较好的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使用。
参考文献：
[1]李保安.无创纤维软镜取石术与经皮肾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肾结石效果
对比研究[J].辽宁医学杂志,2018,32(02):11-13.
[2]王锐,石洪波,周吉,曹军,刘晓丽,丁晨.单通道经皮肾镜后二期联合逆行
输 尿 管 软 镜 治 疗 复 杂 性 肾 结 石 疗 效 分 析 [J]. 微 创 泌 尿 外 科 杂
志,2018,7(02):101-104.
[3]张华明,张家伟,苏容万,时圣力,邓天星.末端可弯输尿管肾镜与电子输
尿 管 软 镜 治 疗 肾 结 石 的 比 较 [J]. 中 华 腔 镜 泌 尿 外 科 杂 志 ( 电 子
版),2018,12(02):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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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前伟,王聪,蒲春晓,姚基伟,李贤平,鄢俊安.输尿管软镜治疗肾结石的
安 全 性 和 有 效 性 分 析 ( 附 716 例 报 道 )[J].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学
报,2018,43(04):60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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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肺部感染中的应用浅谈
郝文丽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0
摘要：高血压脑出血具有较高的危险性，患者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昏迷、呕吐、头
痛等，及早采取手术治疗使其颅内压得到降低，可改善其预后。中医认为，高血
压脑出血为标实本虚之症，病情表现为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等，肺部感染属于发
生率较高的并发症，病情严重者会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对其生命安全构成极大
的威胁。对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能够加快患者痰液排出，提高其呼吸
通畅性，同时还能够增强患者的治疗积极性，增强其机体免疫能力，确保其饮食
以及用药行为的规范性，同时还可降低用药后不良反应，能够提升其身心舒适度。
关键词：高血压脑出血；中西医结合护理；肺部感染
引言：
高血压脑出血属于临床高发性脑血管疾病，患者病情发展迅速且容易出现各
[1]
种后遗症、并发症，对其预后以及身心健康均会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 。为了促
进其病情改善，必须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以及干预措施。此次研究旨在分析
2016 年 3 月—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患者应用中西
[2]
医结合护理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 49 例高血压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患者，排除全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脑干大出血等患者。将抽取对象分为观察组(26 例)和参
考组(23 例)，其中，观察组 11 例女性，15 例男性;年龄 34～87 周岁，平均(53.6
[3]
±6.9)岁 。参考组 9 例女性，14 例男性;年龄 32～86 周岁，平均(52.7±6.6)
岁。患者经分组后对比其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包括生命体征监测、呼吸道护理、用药
指导以及并发症预防护理等，观察组患者同时应用中西医结合护理。
1.2.1 排痰护理
对足太阳膀胱经穴位进行拍打有助于使患者脏腑功能得到调节并可取得气
血流通的效果，可使患者咳痰困难等临床表现得到缓解。对存在咳痰困难患者应
用指压天突穴排痰法可加快患者排出肺泡中浊气以及呼吸道内痰液，能够使肺部
感染得到减轻。
1.2.2 情志护理
高血压脑出血发病突然，骤然起病会使患者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对治疗效
果以及预后存在疑虑，容易产生焦躁、恐惧等不良情绪，部分患者甚至会对治疗
产生抵触心理，难以保证治疗效果。护理人员应该及时对患者进行情绪安抚和心
理安慰，了解其出现不良情绪的根本原因并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其进行
开导和劝慰，使其拒绝或者抵抗治疗等消极情绪得到减轻或者消除，主动积极的
接受治疗。
1.2.3 气道护理
密切观察患者呼吸情况，以便及时发现患者呼吸困难等表现并及时将其气道
内分泌物清理干净，防止发生窒息、误吸等不良事件。对患者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有助于取得痰液稀释效果。同时配合天突穴位按压等穴位刺激方式以及叩背排痰

17

等方式有助于加快排出痰液。
1.2.4 体位护理
经常协助患者进行体位变化，避免局部皮肤长时间受压而出现压疮。患者卧
床时抬高其腿部有助于加快血液循环并可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每日按摩
患者四肢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1.2.5 基本护理
告知患者必须多饮水以增加排尿量，每日应用香莲外洗液对会阴部位进行清
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更换贴身内衣裤，可降低尿路感染发生率。指
导患者多进食粗纤维食物、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可加快胃肠蠕动并可取得便秘预
防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和比较 2 组患者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改善情况以及并发症情况。
1.4 疗效判定标准
无效:患者仍然存在明显的呼吸困难症状，肺部痰鸣音未见好转;缓解:患者
呼吸困难较护理前减轻，肺部痰鸣音减少，痰液仍然黏稠;改善:患者呼吸平顺且
通畅，肺部痰鸣音明显减少，痰液颜色变白且稀薄。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应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资料，采用%表示计数资料，组间差异以
χ2 检验进行比较，(x 珋±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则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观察组护理效果明显较参考组患者理想，2 组护理效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观察组 25 例患者病情缓解，1 例患者护理效果不佳，病情
总缓解率为 96.15%;参考组 18 例患者病情缓解，5 例患者护理效果不理想，病情
总缓解率为 78.26%，见表 1。
表 1 2 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例，%)
组别

例数

无效

缓解

改善

病情总缓解率

观察组

26

1（3.85）

11（42.31） 14（53.85）

25（96.15）

参考组

23

5（21.74）

9（39.13）

9（39.13）

18（78.26）

2

-

9.8272

0.6632

3.0284

12.9371

P

-

0.0186

0.0827

0.0467

0.0478

X

2.2 2 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较参考组患者低，2 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观察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为 3 例，总发生率为 11.54%;
参考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为 7 例，总发生率为 30.43%，见表 2。
表 2 2 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对比 (例，%)
组别

例数

下肢深静脉血栓

口腔感染

便秘

尿路感染

合计（%）

观察组

26

1（3.85）

0（0.00） 1（3.85） 1（3.85）

3（11.54）

参考组

2（8.70） 1（4.35） 2（8.70）

7（30.43）

23

2（8.70）

2

-

0.7821

0.9371

1.3732

2.9384

7.0048

P

-

0.0792

0.0634

0.0632

0.0537

0.017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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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护理效果明显较参考组患者理想，2 组护理效果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观察组患者病情总缓解率为 96.15%，参考组
病情总缓解率为 78.26%。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较参考组患者低，2
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1.54%，参考组总发生率为 30.43%。综上所述，高血压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患
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有助于加快其病情缓解，可促进其机体功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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