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信心。 ( 4)做好家属思想工作, 使患者能在经

济 、情感上获取有效的家庭和社会支持。

2.2　体检准备　术前除一般性常规准备外,还要协

助患者做好各项相关身体检查,如胸透 、心电图 、血

常规 、尿常规 、血糖,裂隙灯检查,测眼压, 冲洗泪道

等 。还应特别注意了解全身和局部情况, 是否有感

染征象,如肺部感染, 是否吸烟,是否有习惯性便秘 。

教会患者术中控制咳嗽和打喷嚏的方法, 以避免手

术中因咳嗽和打喷嚏引起玻璃体移位或手术后球内

出血 、切口裂开以及人工晶体移位等 。

2.3　眼部准备　术前应用抗生素眼药水滴眼, 清洁

结膜囊,防止术后感染 。指导患者训练眼球转动,特

别是向下转动,以利于配合手术。冲洗泪道 。术前

一日晚及术日晨可服用醋氮酰胺或术前 1 h给予

20%甘露醇 250 ml,静脉快速滴入以利降眼压 。术

前 1h或 30min按医嘱用 10%去氧肾上腺素散瞳 3

次, 1滴 /次, 5 min1次, 使瞳孔充分散大, 为术中截

囊 、晶体核娩出及人工晶体植入提供必要的条件。

2.4　术后一般护理　按照患者入院时所制定的护

理计划,结合手术情况,术后除做好一般护理外,还

应侧重做好术眼的观察与护理 。术后患者应卧床休

息 1 ～ 2天, 尽量避免低头取物 、大声说笑 、咳嗽 、打

喷嚏 、用力大便等, 以防引起切口裂开 、人工晶体脱

位 、眼内出血等 。患者便秘时, 应及时告知医师,服

用缓泻剂。特别应注意做好患者生活护理和安全防

护工作 。宜进食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的松软食

物,以促进切口愈合;合并糖尿病者应提供糖尿病

饮食。

2.5　术眼护理　 ( 1)正确点滴眼药水。术后滴眼

药水时勿给眼球施加压力,尽量做到用药无菌,防止

出现交叉感染。滴眼前后均应洗手, 用无菌棉签掀

开眼睑,先观察术眼情况,眼睑有无水肿, 前房有无

渗出 、出血 、感染 、晶体位置等。眼药水专人专用,滴

前先挤掉一滴冲洗瓶口,如无异常,则从内眦或外眦

部滴入一滴,同时注意眼药水瓶不要碰到眼晴。如

有异常, 则应及时报告医师。 ( 2)眼压观察 。尊医

嘱, 测眼压,每日一次。术眼术后早期眼压较术前明

显升高,术后 1 ～ 2天眼压较快恢复至术前水平。这

可能与手术引起房角组织损伤水肿和血 -房水屏障

受损有关,还可能与未将术中使用的黏弹剂彻底冲

洗干净有关
[ 1]
。若患者主诉有异物感 、头痛 、眼胀,

出现恶心 、呕吐,眼压增高,应考虑患者有前房出血 、

青光眼发作, 应及时处理。 ( 3)视力观察 。术后应

常规测远 、近视力及矫正视力,在护理过程中我们发

现 24例术后矫正视力较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是由于植入人工晶体, 可矫正白内障摘除后的屈

光参差,有利于双眼视觉的恢复, 大大提高视力
[ 2]
。

2.6　出院指导　出院后坚持点眼药水,直到术后反

应结束为止。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后, 患者应避免过

分激动,也勿剧烈活动, 3个月内避免低头动作和重

体力劳动,防止晶体脱位 。患者每周门诊复查一次,

在医师指导下逐渐康复 。

3　讨论

　　老年性白内障囊外摘除加人工晶体植入术的目

的十分明确,就是提高患者视力, 改善生存质量。实

践证明,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理有利于手术

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患者康复和术后视力的提高,使

其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同时也提高了护理质量,提

高了患者及家属对医院的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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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烧伤患者休克期的治疗很重要, 尤其是小儿在烧伤

后, 由于其生理解剖的特点, 脱水 、血浆丢失 、电解质平衡紊

乱 、感染等情况较成人迅速而且严重, 若处理不当, 易发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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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并发症, 甚至死于休克 [ 1] 。 一般小儿烧伤面积超过 10%

或Ⅲ度超过 5%均可能发生休克。若在休克期能及时有效地

进行治疗与护理, 则能显著地减少休克的发生率, 并使已经

发生的休克得以纠正 。现将护理体会作一介绍。

1　临床资料

　　2001 ～ 2004年,我科共收治小儿烧伤 508例, 其中男性

患儿 302例, 女性患儿 206例;年龄 1 ～ 5岁。烧伤面积 <

10%300例, >10%208例。发生休克 50例, 病死 6例, 其中

死于休克期 4例。

2　护理

2.1　输液护理　 ( 1)迅速建立静脉通路。首先要熟悉小儿

静脉解剖位置, 静脉穿刺时要有信心, 应选择合适血管, 不可

盲目进针, 不要因长时间寻找静脉或反复穿刺而延误抢救时

机, 必要时行静脉切开或静脉置管。穿刺成功后, 要妥善固

定, 穿刺部位在四肢时可用夹板固定上下两个关节 ,若是头

部静脉应用胶布固定, 防止脱落。另外要保持静脉输液通

畅, 因为静脉通道是保证血容量及时得到补充的重要渠道。

( 2)掌握小儿液体需要量。根据小儿体重及烧伤面积计算出

输液估计量, 晶体 、胶体 、水分三种交替输入, 如果早期追求

快速补液而忽略各类液体的交替输入, 很容易并发脑水

肿 [ 2] ,输液时一定要注意药物配伍禁忌,不可盲目执行医嘱。

( 3)输液速度的调节。为了不使输液速度过快或过慢, 应详

细分配每小时输液量及每分钟预计输液量 (一般静脉输入

15 ～ 20滴相当于 1ml)。

2.2　密切观察病情　 ( 1)神志的观察。 休克期患儿大多哭

闹 、烦躁不安或神志恍惚,甚至昏睡,对转入的患儿应详细询

问是否应用过镇静药 。 ( 2)生命体征的观察。要定时测量脉

搏 、呼吸 、血压 、体温的变化。小儿患者脉搏测试困难, 可采

用听心音的办法, 观察呼吸时, 要注意有无呼吸困难 、口唇发

绀等情况, 一般烧伤初期体温不高, 但大面积烧伤患儿由于

其体温调节中枢发育还不健全, 脑细胞对体温变化敏感, 可

能会发生高热, 根据病情随时测量以便及时采取降温措施,

并对降温措施进行疗效观察, 同时还要注意监测血压, 注意

脉压差的变化。

2.3　保持室温及消毒隔离　烧伤早期由于创面渗出的水分

较多, 热能大量丧失, 患儿多畏寒, 故应保持一定的室温, 以

28℃左右为宜, 病室内每日进行紫外线照射 2次, 每月用乳

酸熏蒸病房一次,并做消毒培养, 床头柜及拖把用 84消毒液

擦拭。

2.4　创面护理　在休克期,由于血容量不足, 患儿易出现躁

动不安等症状 ,从而导致创面污染, 此时创面应用无菌单包

裹, 以保护创面, 待休克基本纠正后,再进行清创。对暴露的

创面应随时拭去渗液, 如头面部烧伤, 要及时用棉签拭去眼

角 、鼻腔 、口中分泌物, 以防污染创面, 并做好口腔护理;耳廓

烧伤要保持干燥,防止发生中耳炎;会阴部烧伤应取平卧位,

双大腿外展, 臀部悬空, 必要时可采用留置尿管, 患儿大便

时, 便器应用无菌纱布包裹, 放置时动作轻柔,勿污染创面。

2.5　心理护理　患儿在烧伤时由于惊恐和疼痛以及不了解

病情, 容易产生紧张 、恐惧 、焦虑等一系列复杂 、矛盾心理。

因此在护理时我们要理解患儿心理的变化, 态度和蔼, 语言

亲切, 耐心地给予解释和安慰, 以使患儿消除恐惧感, 能够积

极配合治疗。对于不会说话的患儿,要注意观察其吵闹的原

因, 给予必要的爱抚, 稳定其情绪。在清洁卫生等生活护理

方面要做到细致周到,进行治疗时动作轻柔, 转移其注意力,

以减轻其剧烈疼痛的自我感觉,通过心理护理使患儿情绪由

低落变为愉快 ,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 顺利渡过休克期。

3　讨论

　　小儿烧伤在烧伤患者中占很大比例, 由于其全身各器官

发育还不完全, 烧伤后极易造成功能紊乱,且代偿机能差,故

休克发生率远较成人为高, 因此, 休克期的护理相当重要。

休克期的不平衡过渡会影响后期的功能与康复,通过加强休

克期的各项护理,明显地降低休克期病死率, 且对愈后发展

也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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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手术患者由于害怕疼痛, 对病症一知半解 ,往往承

受很大的思想压力, 从而引起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良反应, 表

现为从紧张到恐惧 、从恐惧到生命体征的变化, 乃至疼痛阈

值的提高 [ 1] 。为了减轻手术患者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良反应,

我院手术室于 2003年 7月起施行围手术期心理护理。现选

择 2004年 1 ～ 6月实行围手术期心理护理的患者 60例为观

察组, 选取 2003年 1 ～ 6月未实行围手术期心理护理与观察

组情况相似的手术患者 60例为对照组, 对其护理效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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