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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联合
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所致皮疹的中医护理体会
李红艳 1，汪晓军 1，张莉莉 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中西医结合中心，北京，100069；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护理部，北京；100069）

摘要：本文回顾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慢性丙型肝炎过程中出现皮疹（斑丘疹型）的 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相关护理措施。结合患者中医证候表现，辨证给予中药汤剂内服联合中药汤剂外洗
患处，同时配合实施皮肤护理、预防感染、营养支持、心理护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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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skin rash caused by pegylated interferon α-2a combined with
ribavirin therapy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C
LI Hongyan1，WANG Xiaojun1，ZHANG Lili2
（1. Integrative Medicine Center，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al University，Beijing，100069；
2. Department of Nursing，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al University，Beijing，100069）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5 patients with skin rash caused by pegylat⁃
ed interferon α-2a combined with ribavirin therapy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C.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ymptoms，patients were give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ecoc⁃
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wash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ecoction. Comprehensive interven⁃
tions including skin care，infection prevention，nutrition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wer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treatment.
KEY WORDS：interferon；antiviral therapy；skin rash；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疗和护理后逐渐好转，现将典型病例及护理体会

义，清除体内的病毒可以改善或减轻肝损害、阻止

报告如下。

进展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或肝癌。干扰素是抗

1

丙型肝炎病毒的最有效的药物，但干扰素可能引
起流感样症候群、骨髓抑制、精神异常、甲状腺疾
病、体质量减轻、脱发、皮疹等主要不良反应［1］。
在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慢性丙型肝炎症
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研究（2008ZX10
005-009）过程中，5 例丙型肝炎患者在聚乙二醇
干扰素 α-2a 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中出现皮
疹不良反应，表现为全身散发性斑丘疹，经积极治

临床资料
本组共有 5 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在接受聚

乙二醇干扰素 α-2a 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过

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皮疹（斑丘疹型），其中男 4
例，女 1 例，既往均无过敏史。治疗前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110～293. 6 U/L，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80~189. 3 U/L，总胆红素 19. 9~135
umol/L，HCV-RNA 1. 08×106～4. 1×104 IU/mL，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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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给予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180 ug/周联合利巴韦

用，避免与其他患者共用。每日用含氯消毒液擦

同程度的全身皮肤散发性红色斑丘疹，可见于头

要及时为患者剪指甲。

林片 900 mg/d 抗病毒治疗。治疗 20~30 d 出现不
面部、四肢及躯干，均未合并发热、胸闷心悸、头

晕 、呕 吐 等 症 状 。 复 查 提 示 肝 功 能 大 致 正 常 ，
3

拭地面、床头桌。避免因搔抓皮肤造成破溃，护士
2. 4

营养支持
建议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饮食宜清淡

HCV-RNA：＜1×10 IU/mL，其他理化指标大致正

易消化，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A（如苹果、梨、香蕉、

常。结合患者中医证候表现，辨证予中药汤剂内

杏子、西红柿、胡萝卜等）和维生素 C（如草莓、猕

服以清热凉血、解毒透疹，同时运用中药汤剂外洗

猴桃、番石榴等）的新鲜水果及绿叶蔬菜，保持大

患处，2～3 次/d，以祛湿止痒。治疗期间，给予适
当的护理措施，因患者可耐受局部皮肤损伤，未停

用抗病毒治疗，每 3 个月定期复查，皮肤损伤逐渐

结 痂 、脱 屑 、好 转 ，未 持 续 进 展 。 至 疗 程 48 周 ，

便通畅。同时向患者介绍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饮食
禁忌，告知患者要忌辛辣油腻、荤腥腻滞等诱发或
加重疾病症状的食物，即“发物”，如辣椒、葱、姜、
蒜、芥末［3］。针对皮肤瘙痒的症状，还要建议患者

HCV-RNA 均转阴，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

忌食韭菜、春笋、香椿、香菇、香菜等。此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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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强的酒、浓茶、咖啡等也不宜饮用。指导患

2. 1

护理

者进食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为主的食物，避
免饮食过热或过凉。

病房环境
病房环境应保持安静、整洁，尽量将患者安置

到单人房间，室温保持在 25℃～27℃，用加湿器改

2. 5

心理护理
斑丘疹的出现会导致患者出现紧张、焦虑等

善室内湿度，减少因干燥对患者皮肤的刺激，确保

负性情绪，同时由于皮疹面积大，皮肤瘙痒与疼痛

患者舒适；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病室内空气

难以忍受，均可加重患者不良心情。护士要及时

新鲜。

关心和鼓励患者，告知经过积极的治疗和护理后

2. 2

皮疹能够治愈，帮助患者树立面对治疗和战胜皮

皮肤护理
每日仔细观察并详细记录患者皮肤颜色，观

疹的信息。同时协助患者做好一些必须物品的准

察皮疹有无进展、破溃；皮肤红肿、皮屑脱落有无

备（如清洁的干毛巾等）。也要做好其家属、亲朋

减轻；渗液有无减少；口腔黏膜有无破溃，有无新

好友的思想工作，鼓励家属、好友尽量从生活上多

发皮疹。告知患者衣服不宜过紧过厚，建议穿版

关心照顾患者，消除他们的恐惧感，增强其治疗信

型宽松、质地柔软的衣服，勤换洗，避免穿着不透

心。告知患者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中

气的衣服，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剪短指甲，避免用

途停药可能引起反复，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提高

手搔抓及撕脱未完整脱落的痂皮，以免引起继发

患者的依从性，从而确保治疗效果。

感染；勿用热水、碱性肥皂、粗毛巾擦洗皮肤，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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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即可，可以适当涂抹保湿乳液，减少刺激；在
治疗期间不能染发及烫发，以免刺激皮疹部位。

讨论
临床应用干扰素引起的皮疹一般表现轻微且

中药外洗可使药味直达患处，迅速起到消疹解毒

能自行好转［4］。中医认为，患者素体禀赋不足，内

止痒的效果，减轻患者不适感。临床上常使用苦

有湿热瘀滞，复感外界药毒，导致湿热毒邪聚结体

参、百部、白芷、蒲公英、白鲜皮、马齿苋等药物，具

内，发之于皮表，若久病药毒不得解，则会耗伤气

体用量可根据患者情况临证加减。

阴、累积心肾。在治疗上，初期多使用清热祛湿、

2. 3

预防感染

解毒透疹之品；肺气宣发，输精于皮毛，并适当佐

感染是严重并发症之一，可导致病情恶化，危

及患者生命。由于病变范围广泛，表皮大片剥脱，
［2］

容易引起全身感染，因此预防感染是关键 。护

以通宣理肺透表。本文 5 例患者均在抗病毒用药

后 1 月余出现全身散发性红色斑丘疹，经过积极
的中药汤剂治疗和悉心的护理指导，并坚持抗病

士严格执行保护性隔离措施，每日紫外线照射消

毒治疗，获得持续性病毒学应答，无复发，最终达

毒房间。限制探视，进入病室的医务人员必须戴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帽子、口罩，严格执行手卫生，防止交叉感染。患
者使用的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等物品均为专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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