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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群体性腹泻的病情观察及中西医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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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 1 起群体性腹泻的病情观察及护理体会，包括病情观察、耳穴贴压、艾条灸、心理护理、饮食指
导、消毒防护、健康宣教、延续性护理等措施。中西医结合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腹泻症状，减轻痛苦，促进患者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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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illness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experience in a case of
mass diarrhea. Key issue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diarrhea included illness condition observa⁃
tion，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therapy，moxibustion；psychological care；diet guidance；disinfec⁃
tion and protection，health education and extended care. Th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is effective to relieve the diarrhea symptoms，reduce the pain degree and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mass diarrhea；disease observation；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nursing by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therapy；moxa
stick moxibustion
群体性腹泻是指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同时或在

24 h 内相继出现 3 例及以上症状相似的腹泻病
［1-3］

例

。群体性腹泻属肠道传染性疾病，多发生在

夏秋季节，其病因与饮食不洁、直接或间接接触患
者有关［4］。群体性腹泻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泻、腹
痛、恶心呕吐、里急后重感、头晕头痛、脱水等，临
床特点具有病情突发性、人群聚集性、症状相似
性、流行关联性［5-6］。中医认为腹泻与饮食不洁有
［7］

关，寒、湿、暑之邪客于肠胃 ，湿寒内侵、湿热困
脾，脾运化失常，气机升降不利，而致机体气机不
畅，肠胃运化传导功能失常。本病起病急、症状
重，脱水严重者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休克，甚至危
［8］

及生命 。腹泻患者通过中西医护理，能有效缓

解病情，减轻患者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降低

疾病的危害性。本文总结 1 起群体性腹泻的中医
护理体会，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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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2021 年 5 月 27 日 19：00 肠道门诊收治 7 例腹

泻患者，属于群体性腹泻，其中男 5 例，女 2 例；年

龄在 17～23 岁，平均年龄 19 岁。7 例患者均于当
日在朋友家晚餐进食蛋炒饭后 1～2 h 内发病。本
起群体性腹泻的主要症状有腹泻、腹痛、恶心、伴
呕吐、无发热、头晕、伴头痛、不同程度脱水等，根

据患者症状及腹泻次数分为轻症腹泻 5 例（腹泻
＜6 次，呕吐 0～2 次）、较重症腹泻 2 例（腹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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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呕吐 3～5 次），具体症状见表 1。7 例患者

卧位，暴露施灸部位，在所选穴位进行温和灸，灸

患者入院后予以一般治疗和病原治疗：卧床

宜温暖，避免对流风；②施灸过程中注意观察皮肤

均诊断为感染性腹泻。

休息避免运动、消化道隔离；清淡易消化半流食；
对于腹痛给予解痉止痛；呕吐、腹泻严重至脱水者
需口服补液盐；病原治疗首选头孢类，每日 2 次口

服给药；消炎治疗的同时，口服培菲康或整肠生，

距 3～5 cm；灸时 30 min。注意事项：①施灸环境
情况，以患者感微热为宜，酌情调节灸距，避免发

生皮肤烫伤；③施灸后患者宜饮温水，禁食生冷油
腻；④灸后 4 h 内不宜洗澡。

2. 2. 1. 2 耳穴贴压：操作方法：①取穴大肠、

以调节肠道菌群作用。肠道门诊留观治疗 1 天后

直肠、胃、肝、脾、贲门、内分泌、枕，术者右手持探

减轻；治疗 3 天后随访，5 例已痊愈，2 例症状明显

序自上而下、由内而外、从前往后，消毒 2 遍，待

随访，2 例已痊愈，3 例症状明显减轻，2 例症状稍
减轻；治疗 5 天后随访，7 例已痊愈，且随访期间无
反复发病，未出现不良反应。
表1
症状
腹泻

7 例群体性腹泻病例症状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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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病例

病例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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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痛

＋

＋

＋

＋

＋

＋

＋

＋

＋

＋
＋

恶心

＋

＋

呕吐

＋

＋

头晕

＋

＋

头痛

＋

＋

里急后重

＋

脱水

2
2. 1

＋

干；③患者取坐位，术者左手固定患者一侧耳廓，
右手持止血钳，夹取贴有王不留行籽的胶布固定
在所选耳穴的敏感点处；④采用拇指与食指指腹
对压，以患者可耐受力度为宜。注意事项：①耳穴

贴压后应避免揉搓耳豆，注意防水，防止耳豆脱落

落入耳道；②每日按压耳豆 3～5 次，每个穴位 20
下，每次按压 1 min；③按压时拇指和食指指腹对

压，以患者可以耐受力度为宜。④耳豆保留 5～7
d 即可摘除。
2. 2. 2

心理护理

护士主动与患者沟通，观察并

了解患者的心理特点，指导患者平静呼吸、闭目静

＋
＋

棒，寻找相应穴位的敏感点；②酒精棉签消毒，顺

＋

心，使患者全身放松［9］；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调动患
者治疗、护理的积极性，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护理

心；保证护理安全，提高护理质量，从而提高治疗、

病情观察

病情观察：①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并观察患

者呕吐、大便的频次及性质，评估患者脱水程度，
对患者进行初步评估，分出轻重缓急，先急、重患
者，后轻、缓患者，有序安排就诊，并及时报告医

护理效果。
2. 2. 3

饮食护理

饮食护理包括：①指导患者宜

饮温盐水、含盐热米汤、含盐温蔬菜汤，补充体液、
电解质以纠正脱水，防止伤津；②宜食健脾祛湿食
品如：清淡易消化山药粥、面片汤、薏米仁粥、小米

生。②注意观察腹痛部位及程度，立即报告医生，

粥。③忌食生冷、肥甘厚腻、海产品、辛辣刺激、富

及时处理。③腹泻患者做到“有样必检、有泻必

含粗纤维食物。④注意饮水及食品卫生。

采”。正确留取便标本，及时送检，做到早诊断，早
治疗。若有脓血、稀水样便应取稀水、脓血部分大

2. 2. 4

消毒防护

消毒防护是一项重要环节：①

医务人员防护准备：穿工作服、戴口罩、帽子、手

便送检，以提高便检阳性率。④密切观察药物的

套。②门诊日常消毒准备：室内定时开窗通风及

疗效及不良反应。

紫外线消毒；治疗室、诊室、输液室座椅、留观室的

2. 2

2. 2. 1

中西医护理
辨证施护

患者入院后进行辨证施护：

①寒湿型 3 例，证见：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纳呆，

诊床每日定时予 500 mg/L 含氯消毒剂溶液擦拭

消毒，并做好相应登记。③静脉抽血、肌肉注射、
静脉输液等操作时应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巾、一

头身困重，舌质淡，苔白腻，脉濡缓。予以艾条灸

带。④使用后的止血带、耳穴探棒、止血钳予 500

肛门灼热，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予以耳穴贴

备用。⑤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10］，

治疗。②湿热型 4 例，证见：腹痛，腹泻里急后重，
压治疗。

2. 2. 1. 1 艾条灸：操作方法：①取穴中脘、神

阙、天枢，并寻找相应穴位的敏感点；②患者取仰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mg/L 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min 后流水冲洗后待干
手卫生可有效防止肠道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医务
人员在诊疗前后均应严格执行手卫生，并指导患

者正确洗手及手消毒。⑥患者呕吐物倒入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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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物 桶 用 后 予 1 000 mg/L 含 氯 消 毒 液 浸 泡 ≥30

缓急，使患者能够及时、有序就诊，避免患者候诊

min 后流水冲洗备用。⑦及时更换被患者大便污

时出现焦躁不安情绪。及时安排治疗，可有效控

染的床单及被罩，置入专用医疗垃圾袋，并立即进

制、延缓疾病进展。正确便标本采集能提高便检

行消毒处理。⑧患者已检标本、废弃物品应投放

阳性率，有助于准确诊断疾病，进而为正确治疗疾

至专用医疗垃圾内，并集中消毒处理。

病提供可靠方案。群体性腹泻属肠道传染性疾

2. 2. 5

健康宣教

健康宣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

病，主要通过粪-口传播，患者的胃液、排泄物具

治疗依从性。①形式：口头宣教、小册子、宣传栏

有传染性，应做好消毒防护，有效避免医护人员发

等形式实施。②内容：肠道传染病的常见病、病

生职业暴露，阻止疾病传播与交叉感染［11］。健康

因、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生活起居、卫生习惯等。

宣教可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其对治疗的

③指导患者卧床休息，腹部注意保暖。④告知患

依从性。饮食护理能让患者了解饮食调护对疾病

者便后予柔软纸擦拭，温水清洗肛周皮肤，保持肛

调养的重要性，促使其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及生

周皮肤清洁干燥，防止肛周皮肤黏膜破损。

活行为。延续性护理的开展有助于护士及时了解

2. 2. 6

延续性护理

出院 3 天后进行电话随访，

患者疾病转归情况，并针对个体疾病恢复进行相

了解患者疾病转归，并对疾病恢复进行相应的指

应的指导，增加疾病防护的知识，防止病情反复。

导。①生活起居：告知患者注意腹部保暖，室内定

中西医结合护理应用于群体性腹泻可达到中

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温湿度适宜。②药物：遵医

西互补、标本兼顾的作用。中医耳穴贴压、艾条灸

嘱服药，不可随意增减或停药。③饮食：告知患者

能有效缓解患者腹泻症状，减轻痛苦；科学的心理

宜食清淡易消化的半流质饮食，忌食生冷、海产

干预、饮食指导、健康宣教、消毒防护以及延续性

品、坚硬富含纤维素、过期、剩饭菜、腐烂及刺激性

护理等措施有助于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对疾

食物。④皮肤：大便后温水清洗肛周，防止肛周皮

病的认知，对促进患者康复有积极的作用。

肤破溃，涂抹凡士林或抗生素类油膏。⑤卫生：日
常生活注意手卫生，进餐及如厕前后用肥皂或洗
手液洗手。⑥复诊：若感不适及时到医院就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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