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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联合亚低温治疗重症病毒性脑炎的护理

陈莲芳, 童　蓉,王银娥

[摘要 ]目的:总结机械通气及亚低温治疗重症病毒性脑炎的护理要点。方法:对 24例重症病毒性脑炎患者在常规脑复苏 、对

症与支持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机械通气联合亚低温治疗。结果:抢救成功 、顺利脱离呼吸机 23例, 死亡 1例;治疗期间未发生

压疮 、吸入性肺炎,亦无因血压 、心律失常等并发症而发生严重后果。结论:加强降温及复温过程中的呼吸 、循环 、体位等方面

的护理是保证治疗顺利成功的重要因素。对生命体征的监测及循环系统功能的监护, 保持呼吸道通畅是确保临床疗效 、降低

病死率 、改善预后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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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病毒性脑炎又称重症病毒性脑膜脑炎或病
毒性脊髓脑炎,可以迅速发展为呼吸衰竭,同时伴有

高热及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抽搐, 病死率高达

15%。我科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采用机械通气联

合亚低温治疗重症病毒性脑炎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

果,现就其护理体会作一报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2年 10月 ～ 2004年 10月,我

科收治重症病毒性脑炎患者 24例, 男 8例, 女 16

例;年龄 10 ～ 65岁 。入重症监护治疗病房 (ICU)时

间在发病后 6 ～ 72 h, 均合并有呼吸衰竭和肺部感

染,表现有明显紫绀, 肺部散在性湿罗音或痰鸣音,

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 、抽搐 、意识障碍。其中体温

39.1 ～ 40℃7例, 40 ～ 41℃ 13例, >41 ℃4例;嗜睡

3例,意识模糊 6例,昏睡 5例,昏迷 10例 。

1.2　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在脱水降颅压等常规脑

复苏 、对症与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机械通气联

合亚低温治疗。
1.2.1　机械通气治疗　本组患者入院后紧急给予

经鼻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根据患者自主呼

吸状况和需要应用镇静剂 、肌松剂控制抽搐等情况 。

初设模式采用完全通气支持和部分通气支持模式,

其中容量控制通气 (CV) 15例, 同步间歇指令通气

加压力支持通气 (SIMV+PSV) 6例, 辅助 /控制通

气 (A/C) 3例。呼吸机参数:频率 (f) 14 ～ 20次 /分,

潮气量 (VT) 8 ～ 10 ml/kg, 吸∶呼 (I∶E)比 1∶1.2 ～

1∶2.0, PSV6 ～ 20 cmH2O, 并给予呼气末正压通气

(PEEP) 0 ～ 15cmH2O,保证监测的经皮血氧饱和度

(SpO2 ) >90%。

1.2.2　亚低温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均于入院后 2

～ 12 h开始亚低温治疗。降温采用 YYT-1B型医用

冰毯机,温度设定为 34 ～ 35℃;同时用微量泵持续

静脉注射冬眠合剂:生理盐水稀释氯丙嗪 100 mg加

异丙嗪 100mg到 50ml, 1 ～ 4ml/h,经 4 ～ 10h病人

体温降至到预期温度,维持 3 ～ 7天 。复温采用自然

复温,停用冰毯机和冬眠合剂,经 10 ～ 12 h恢复正

常体温。

1.3　结果　顺利脱离呼吸机,抢救存活 23例,其中

植物生存 2例, 重残 3例, 中残 5例, 13例恢复良

好, 能继续上学或胜任原工作;病死 1例, 病死率

5%。

2　护理

2.1　环境要求　本组亚低温治疗的病人均安置在

监护病区的单间里,室温控制在 20 ～ 25 ℃, 禁止家

属探视或陪护,同时定时进行室内空气消毒,净化室

内空气,保证空气新鲜。

2.2　基础护理　( 1)皮肤护理:本组患者都处于昏

迷状态,且使用了机械通气及冰毯机,为避免局部长

期受压引起压疮,常规给患者应用气垫床,每 2 h翻

身 1次。并选择翻身时间在病人安静时,动作尽量

轻柔,避免诱发抽搐, 保持各管道妥善安置及通畅。

( 2)肠内营养护理:通过观察有无消化道出血, 有无

腹泻,肠鸣音是否正常, 确定胃肠道功能正常后方给

予肠内营养 ( EN) 。在行 EN时, 床头抬高 30°～

45°,并观察胃液颜色 、性质,确认胃管在胃内微量泵

方可均匀输入,同时在管路上加用了加温器,严格控

制 EN的速度及温度 。注意观察大便次数 、颜色, 必

要时留检 。本组 24例中有 11例在行 EN开始 1 ～ 3

天出现腹泻,大便次数 4 ～ 8次 /天,为黄色稀软或水

样便,实验实检查无白细胞, 考虑功能性腹泻, 减慢

输入速度后好转, 其中 7例加服了止泻剂复方地酚

诺酯 2 ～ 4片 /天,腹泻完全停止。 ( 3)口腔护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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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口腔黏膜有无溃疡,每天用生理盐水棉球或 0.1%

碘附棉球进行口腔护理 2次防止霉菌感染, 口腔分

泌物多时及时清理。 ( 4)神经系统观察:严密观察

患者意识状态 、瞳孔大小和生命体征的变化 。特别

在复温阶段,因为复温过快 、发生肌颤易引起颅内压

增高。

2.3　呼吸监测及护理　 ( 1)呼吸频率及节律:由于

冬眠合剂的影响,亚低温治疗的病人中枢神经系统

处于抑制状态,因此自主呼吸频率相对较慢,但节律

整齐。本组有 5例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自主呼吸频率

浅慢, 降至 6 ～ 8次 /分, 且有 2例出现点头样呼吸,

考虑呼吸中枢抑制过度,及时停用冬眠合剂,同时选

择完全控制通气模式, 避免了医源性后果。 ( 2)人

工气道护理:采用 1 ～ 2 h吸痰 1次, 吸痰前向气管

插管内注入 3 ～ 5 ml生理盐水, 然后再吸痰 。吸痰

前后予纯氧 2min,并听诊肺部痰鸣音来评价吸痰效

果 。翻身时用手掌叩拍病人背部促进排痰 。操作时

注意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 。 ( 3 )呼吸机的管

理:当呼吸机报警时, 我们正确分析了其原因并及时

处理。若气道压高常提示管道扭曲或痰液堵塞气

道 。若气道压力骤降常提示接管脱落 、气囊破裂 、管

道密闭不严等,均导致通气量不足,直接影响呼吸机

的效果 。保持呼吸机各管道通畅。经常检查湿化装

置是否正常工作,每 4 h在湿化瓶内注入适量的蒸

馏水, 并及时清理积水瓶。定期消毒呼吸机管道,每

2天更换 1次。

2.4　循环监测　严密观察病人的循环系统功能,主

要观察心电图 、血压 、脉搏 、肢端循环及面色等变化 。
正常情况下,若亚低温治疗有效,由于冬眠合剂的抗

肾上腺素能作用,患者应表现为微循环改善,肢端温

暖,面色红润,血压正常, 脉搏整齐有力, 心率偏慢 。

若患者出现面色苍白, 肢端发绀, 血压下降, 心律不

齐,说明微循环障碍,冬眠过深及体温太低, 应立即

停用冬眠药物并给予保暖,纠正水 、电解质及酸碱平

衡失调,必要时考虑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改善微循环 。

本组有 6例出现血压下降, 及时处理后,血压迅速恢

复 。

2.5　体温监测　体温监测是亚低温治疗中的一个

重点项目
[ 1]
。亚低温治疗是否有效, 有否并发症的

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与体温的控制情况密切相关 。

我们对 24例重症病毒性脑炎患者采用冰毯机加冬

眠合剂 ( 0.9%生理盐水 34 ml加氯丙嗪 200 mg加

异丙嗪 200mg以 2 ml/h持续泵入 )降温,调节好冰

毯 、冰帽的温度及冬眠合剂的静脉泵入速度 。注意

密切动态观察肛温的变化, 保证平均每小时降温

1℃,使肛温在 4 ～ 10 h稳步降至 34℃ ～ 35℃后,调

节水温以维持恒定,必要时停用, 并对病人采取升温

措施 。本组病例中有 2例肛温 32℃, 减少冬眠合剂

用量后,肛温恢复至亚低温水平 。注意保护接触冰

毯和冰帽部位的皮肤, 避免压疮及低温导致冻伤。

亚低温治疗结束复温时,我们采用自然复温法,先撤

去冰毯,让体温自然恢复,同时逐渐降低冬眠合剂的

量, 最后停用冬眠合剂。其中 4例体温不能自行恢

复者给予加盖被子 、温水袋等方法协助复温 。

2.6　抽搐的护理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记录抽搐时

间 、起始部位 、维持时间 、有无意识及瞳孔变化,同时

做好保护性措施, 防止病人在抽搐过程中自伤。本

组有 21例出现了抽搐, 因为及时发现,及时给予加

床档,垫开口器,并给予镇静和抗抽搐药物治疗, 无

意外情况发生 。

3　讨论

　　重症病毒性脑炎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中枢性呼吸

衰竭,再次是严重脑水肿 、颅内高压致脑疝形成, 肺

部感染和败血症等继发感染
[ 2]

, 同时伴有高热及不

同程度意识障碍和抽搐 。采用机械通气联合亚低温

治疗是保证救治成功的关键
[ 3, 4]
。亚低温时全身免

疫功能下降,可加重和 (或 )导致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的出现,且冬眠合剂中的异丙嗪具有明显的抗组胺

作用,可使呼吸道分泌物变黏稠 。若亚低温治疗过

程中病人出现呼吸困难 、发绀 、吸气"三凹征", 呼吸

机频繁高压报警,听诊气道内有干鸣音,往往提示呼

吸道梗阻,及时吸痰, 清除呼吸道分泌物,保持呼吸

道通畅,并重视人工气道的湿化及温化, 纠正 、维持
病人水平衡,以维持呼吸道黏液 -纤毛的正常排痰

功能,防止呼吸道分泌物潴留,痰栓形成,发生肺部

感染及缺氧。

有资料表明,亚低温治疗疗效肯定,能降低死亡

率, 提高生存率,但亚低温的护理质量直接影响亚低

温疗效和患者预后,正确实施亚低温治疗中护理能

显著提高疗效和降低致死致残率
[ 5, 6]
。在护理过程

中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合理利用监护是非常重要的。

亚低温治疗期间应注意观察降温速度及效果, 避免

骤然降温所引起的寒战反应而刺激患者 。加强一般

护理可防止低温对患者皮肤刺激 、受压而产生压疮。

复温过快,易致颅内压突然升高,致脑疝形成, 病情

急剧恶化;另一方面,在复温过程中,血管扩张,有效

循环血量减少,易发生低血容量性休克,因此复温不

宜过快,必要时可适当给予儿茶酚胺类药物以增加

外周阻力 。

机械通气联合亚低温治疗重症病毒性脑炎能及

时纠正缺氧,减轻脑水肿,明显减少并发症, 取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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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肛门根治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护理体会

焦　

[摘要 ]目的:探讨经肛门行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的护理体会。方法:对 16例经肛门行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的患儿补充足够

营养, 术前采用等渗盐水行巨结肠灌肠, 做好肠道准备;术后严密观察, 做好护理。结果:所有患儿均痊愈。结论:术前充分的

肠道准备 、术后细致观察 、精心护理是治愈该病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 巨结肠;结肠疾病 /外科手术;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574.62;R656.9　　　[文献标识码 ] A

　　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较常见的消化道发育畸

形,占婴幼儿消化道畸形的第 2位
[ 1]
。在新生儿期

主要表现为胎便排出延迟 、腹胀 、呕吐等低位肠梗阻

症状;儿童表现为顽固性便秘 、腹胀 、消瘦。该病可

影响生长发育, 应尽早实施手术治疗。传统的手术

大多需要开腹切除病变段肠管,有可能引起腹腔内

污染 、切口感染 、术后肠粘连等并发症 。我院小儿外

科近两年开展了经肛门根治先天性巨结肠手术
[ 2]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护理体会作一总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3年 12月 ～ 2004年 10月,我

科施行经肛门Ⅰ期拖出式巨结肠根治术 16例, 其中

男 10例,女 6例;年龄 45天 ～ 6个月 。均有先天性

巨结肠的典型症状 、体征, 钡剂灌肠 、X线摄片提示

为普通型巨结肠, 术后均经病理证实。本组患儿在

常规肠道灌洗 、服药 3 ～ 5天后, 行经肛门 Ⅰ期拖出

式巨结肠根治手术,切除病变结肠 22 ～ 37cm
[ 2]
。

1.2　结果　所有病例术后 24 h左右肠道功能恢

复,开始排气排便 。术后应用抗生素 、葡萄糖 、能量 、

营养支持。术后 4 ～ 7天痊愈出院, 出院时体温正

常,能正常进食,排便略多, 无腹胀 。近期随访术后

大便次数增多,排稀便 。 2个月后逐渐为成形大便,

趋于正常 。术后未发现小肠结肠炎,营养发育正常。

2　护理

2.1　术前护理　

2.1.1　饮食护理　患儿入院后即进行饮食指导, 向

患儿的家长讲清注意饮食的重要性, 以取得配合。

4个月以内患儿以母乳喂养为主, 稍大患儿可适当

添加高蛋白和含丰富维生素的软食。巨结肠患儿因

长期腹胀 、顽固性便秘 、反复呕吐 、饮食减少 、营养

不良,部分患儿消瘦, 术前可给予氨基酸,必要时输

新鲜血 、白蛋白 、补液治疗,以增强体质,提高对手术

的耐受力 。术前晚禁食 。

2.1.2　肠道准备　因本组患儿病变的狭窄段均位

于乙状结肠远端, 故术前 1周开始每日用生理盐水

巨结肠灌肠 1次,口服抗生素做肠道准备,术前 1天

晚及术日晨清洁回流灌肠 。灌肠液为温生理盐水

(或温开水 500ml加食盐 4.5 g) ,温度以 25 ～ 30℃

为宜,忌用白开水, 以免发生水中毒。新生儿一般每
次灌入 20 ～ 30ml,儿童为 50 ～ 100ml, 分数次灌入 、

吸出,反复进行,禁止一次灌入大量液体,总量控制

在每天 100 ～ 150 ml/kg。体位:取平卧位,横躺于床

的一侧,两腿分开, 臀下铺胶单, 床下放污物桶。选

择粗细适宜的肛管,太粗易损伤肠黏膜,太软或太细

易在肠内打折,用台金冲洗器缓慢注入 。准确测量

灌入和排出量,使出入量基本相等,或出量稍多于入

量, 尽量不让过多的液体滞留在结肠内 。如回流不

好的临床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科学的护理方法,

加强降温及复温过程中的呼吸 、循环 、体位等方面的

护理是保证治疗顺利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生命体征

的监测及循环系统功能的监护,保持呼吸道通畅是

确保临床疗效 、降低病死率 、改善预后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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