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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伤寒并发肠出血患者的综合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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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 1 例伤寒并发肠出血患者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在完善护理评估的基础上，为患者制定常规
的休息与活动计划，加强消毒防护、心理护理、高热观察及护理、腹泻观察及护理、饮食护理及延续性护理，旨
在缓解患者腹泻症状，减轻患者痛苦，缩短病程，防止疾病交叉感染。
关键词：综合护理；伤寒；肠出血；中医护理；耳穴贴压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a case of typhoid
fever complicated with intestinal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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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ummarize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experience in a case of typhoid fever
complicated with intestinal bleeding. Based on the nursing risk assessment，comprehensive nurs⁃
ing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guidelines on rest and exercise programs，disinfection protection，psy⁃
chological nursing，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f high fever，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f diarrhea，
diet nursing and continuous nursing were carried out. 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im⁃
plemented to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diarrhea，reliev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and prevent cross-infection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typhoid fever；intestinal bleeding；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and pressing
伤寒是由伤寒沙门菌经消化道入侵肠道引发
［1-3］

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

。肠出血是伤寒最常

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其临床特征包括持续高热、腹
胀、腹泻、表情淡漠、肝脾肿大、大便隐血或大量出
［4］

血 等，以菌血症、网状内皮系统增生为主，以小
肠及淋巴组织溃疡、坏死为主要病理特点。污染
的水源、食物是本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5］。肠出
血严重威胁患者健康及生命，但通过综合护理干
预，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增加患者对疾病的了解，
提高其对疾病的防护知识，缓解患者症状，直接影

响疾病的愈后，降低疾病的危险性。本文对 2021
年 9 月 19 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肠道门诊收

治 1 例伤寒并发肠出血患者的综合护理干预方法

进行总结，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47 岁，2021 年 9 月 19 日于医院肠

道门诊就诊，主诉：腹泻伴发热 2 天。现病史：患
者于 9 月 18 日午餐进食剩饭后，出现腹部不适、腹

痛、腹泻，水样便 9 次/d，体温最高 40 ℃。自行口

服布洛芬后体温未见明显下降，身倦乏力，恶心，
呕吐 1 次，为胃内容物。外院就诊考虑急性胃肠
炎，给予抗生素治疗，症状未缓解。本院肠道门诊
就诊，刻下征：腹泻水样便，30 次/d，发热，体温最

高高 40 ℃，阵发性腹痛，身倦乏力，腹胀，恶心。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体温（T）40 ℃，心率（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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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min，呼吸（R）24 次/min，收缩压/舒张压 112/70

通风，诊室内诊床、椅、桌面、窗台均予 500ｍg/Ｌ

痛，以右下腹为甚，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巴

2. 2. 1. 3 心理护理：患者腹泻为粉红色水样

mm Hg。查体：患者神志清楚，精神萎靡，全腹压

含氯消毒剂溶液擦拭消毒 2 次，并做好记录。

氏征阴性（-）。既往体健。便检：白细胞 12～15/

便，伴腹胀、腹痛症状重，担心疾病愈后出现紧张

规 ：白 细 胞 计 数 16. 48×10 ，中 性 粒 细 胞 百 分 比

定其情绪，以便积极配合治疗、护理。告知患者疾

HP，红 细 胞 3～5/HP，隐 血 试 验 阳 性（+）。 血 常
9

89. 5%，血红蛋白 114g/L；C-反应蛋白 53. 3mg/L。
急诊生化：白蛋白 26. 8 g/L 钾 3. 22 mmol/L。

给予抗炎、补液治疗、对症处理及中医外治 2

d 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仍腹泻为粉红色稀水
便，20 次/d。为求进一步系统治疗，9 月 21 日急查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6. 95×10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9

80. 3%，血红蛋白 111g/L，C-反应蛋白 140. 4 mg/
L；急查腹部 CT：结肠全程壁水肿增厚，以升结肠
及横结肠肠壁水肿增厚明显，考虑炎性改变。便

恐惧情绪。与患者沟通时语言温和、态度热情，稳
病的病因、传播途径、临床症状、卫生习惯等，增加
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减轻其心理负担，并帮助患者
改变不良生活及卫生习惯。做好家属工作，取得
家属配合，给予患者更多的支持及关心，帮助患者
更好的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2. 2. 2

高热的观察及护理

每 4 小时监测患者

的体温 1 次，并做好记录，并观察其伴随症状及热
型。患者体温超过 38. 5℃时，遵医嘱给予物理降

温，防止体温骤降出现虚脱，防止高热引起抽搐，

培养鉴定结果：沙门伤寒菌。诊断：伤寒 伤寒并

以并了解病情发展，并做好记录。建立静脉通路，

发肠出血。

遵医嘱给予抗炎药，观察用药后的效果。患者汗

2

出明显，及时更换被、服，并指导患者少量多次饮

护理

2. 1

水。
患者呈稽留热，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湿热

护理评估
患者就诊后，当班护士每日评估患者生命体

化火证型遵医嘱给予患者耳尖穴位放血，穴位定

征、腹泻的性状、颜色、频次及伴随症状，心理、对

［7］
位参照《耳穴治疗学》
。术者按摩耳廓至皮肤红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及自我管理能力等。并制定护

润，安尔碘消毒耳廓皮肤两次，待干；左手食指、拇

理措施干预症状，解决护理问题，促进患者健康。

指置于耳尖处将卷曲的耳轮展平固定，右手以采

2. 2

2. 2. 1

综合护理措施
常规护理

2. 2. 1. 1 休息与活动：患者高

热急性期应绝对卧床休息；康复期后可以指导患
者下床活动，循序渐进增加活动量，避免活动过
急、量过大，量适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

2. 2. 1. 2 消毒防护：患者就诊时处于伤寒极

期，是主要的传染源，同时此期排菌量大，传性染
［6］

强 。应将患者单独置于备诊室，门口悬挂隔离
标识，严格限制其他人员进出。患者使用的体温
计、血压计、听诊器、止血带、耳穴探棒、止血钳应
专人专用，血压计、听诊器用后均集中处理，用

500ｍg/Ｌ含氯消毒剂溶液擦拭器械表面，袖带及

血针点刺耳尖穴；手法要稳、准、快，深度约为 2
mm、血量 5～10 滴；放血完毕，以消毒干棉球轻按

压针眼片刻即可止血，伤口可自愈。每天放血 1
次，2 次为 1 个疗程，双耳交替进行。
2. 2. 3

腹泻及肠出血的观察与护理

肠出血患

者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的变化。观察患者精
神状态、口唇黏膜及皮肤弹性；大便颜色、频次、性
状、量，初步评估肠出血情况及脱水程度。患者腹

泻为粉红色水样便，最多 30 次/d，大便隐血试验
阳性（+），伴随乏力、腹胀、阵发性腹痛症状。指

导患者正确留取便标本，提高便标本检测阳性率，
准确诊断疾病，提供治疗依据。遵医嘱给予患者

体温计、止血带、耳穴探棒、止血钳使用后采用

口服葛根芩（ 3 g，3 次/d）、地衣芽孢杆菌胶囊（

清水冲洗后待干备用。患者呕吐物用 1000 mg/L

以缓解脱水症状，纠正电解质紊乱，从而缓解腹

500ｍg/Ｌ含氯消毒剂溶液浸泡消毒至少 30 min，
含氯消毒液浸泡至少 30 min 后倒入厕所，污物桶

使用后用 1000 mg/L 含氯消毒液浸泡至少 30 min

0. 42 g、3 次/d），并给予口服补液盐及静脉补液，
胀、乏力症状。指导患者便后采用柔软纸擦拭后
温水清洗，必要时遵医嘱涂鞣酸软膏保护肛周皮

后清水冲洗后备用。指导患者正确佩戴口罩，若

肤。并指导患者勿久蹲用力过度，以免脱肛或加

污染或潮湿及时更换，并指导患者正确洗手，做好

重便血。

手卫生。备诊室每日紫外线消毒 2 次，定时开窗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患者腹泻腹痛，遵医嘱给予耳穴贴压，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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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直肠、乙状结肠、小肠、脾、皮质下、内分泌、
枕。术者左手固定患者一侧耳廓，右手持止血钳，
夹取耳豆贴压于所选耳穴的敏感点处；采用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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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伤寒患者病情变化是连续动态发展的，肠出

与食指指腹对压，以患者可耐受力度为宜；每 4 天

血是伤寒严重并发症，不同患者在不同时期临床

患者每天按压 3～5 次，每次 1～2 min，每个穴位

情评估，科学护理措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积极

实施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两耳交替进行。告知

表现也不尽相同。通过准确的护理观察，及时病

按压 20 下，直至耳廓皮肤微红，并指导患者耳穴

控制病情发展，直接影响疾病愈后。

2. 2. 4

病，污染水源、食物是本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传

正确按压的方法，避免揉搓。
饮食护理

患者结肠全程壁水肿增厚，升

结肠及横结肠为著，急性期及康复期避免过早正
常饮食或饮食不当加重肠出血［8-9］，故饮食护理尤
为重要。患者急性发热期宜食易消化、营养丰富、
无渣流质饮食，可补充含维生素丰富食物如：温米
汤、面汤、鲜果汁，可补充体液、促进利尿、降温排
毒，同时还应少量多餐，避免加重胃肠负担；患者
体温下降后，食欲稍有好转，但肠道水肿尚未愈
合，禁食粗纤维食物，如蔬菜、坚果和粗粮；宜食低
渣半流质饮食，如：含盐小米粥、米糊、面片汤，仍
需少量多餐；恢复期患者有饥饿感，食欲增加，宜
食易消化软食，如山药粥、面条、馒头、小米粥；忌
食生冷坚硬粗糙、肥甘厚腻、辛辣刺激、富含粗纤
维食物。
2. 2. 5

延续性护理

患者停止治疗 3 天后进行

电话随访，了解疾病转归，并对疾病恢复进行相应
的指导。①生活起居：告知患者多休息，适量增加
活动量，但不宜剧烈运动。室内定时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清新，温湿度适宜。②饮食：告知患者
宜食清淡易消化的软食，忌食生冷坚硬、富含纤维
素、带刺带骨、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少量多餐，避免
加重胃肠负担。③卫生：日常生活注意手卫生，用
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并积极灭蝇。④复诊：指导患
者定期复查，若腹泻次数增多或便血，应及时复
诊。
2. 3

护理效果评估

9 月 21 日患者体温正常，腹泻为粉色水样便，

伤寒是由伤寒沙门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
染性强，做好消毒防护切断传播途径尤为重要，有
效阻止疾病传播，防止疾病交叉感染。患者持续
高热，密切观察患者体温动态及病情变化，采用物
理降温及耳尖穴位放血，可有效防止体温骤降出
现虚脱。耳尖穴位放血，可祛除体内恶血，排出体
内邪气，增强机体免疫力［10］，达到消炎、退热的目
的，从而改善高热，防止高热引起抽搐，减缓病情
发展。患者粉红色水样便，正确采集便标本，提高
便检阳性率，准确快速诊断疾病，为治疗提供正确
方案；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精神状态、口唇黏膜及
皮肤弹性，大便颜色、性质、量，可评估肠出血情况
及脱水程度，以并及时补液，减轻脱水症状。腹泻
伴随着腹痛采取耳穴贴压治疗，取穴：大肠、直肠、
乙状结肠、小肠、脾、皮质下、内分泌、枕；其中大
肠、直肠、乙状结肠、小肠是相应部位取穴，调动相
应部位的气血，消除肠壁水肿，调理肠道运化功
能；脾主运化，可健脾祛湿；刺激皮质下能够调理
高级中枢，调节消化系统功能；刺激枕耳穴有镇
静、止泻之功效；刺激内分泌穴有抗炎作用。故通
过耳穴贴压中医外治，可疏通经络、调理机体胃肠
脏腑、平衡阴阳，提高机体免疫力，以达到改善患
者结肠壁水肿，缓解腹痛、腹泻症状，防止病情发
展、缩短病程。患者肠壁水肿、坏死，若饮食不当
会刺激肠壁，诱发、加重肠出血并发症，加强饮食
调护合理补充营养，减轻胃肠负担，利于肠道溃疡
修复，并可有效纠正脱水及电解质紊乱，改善患者

20 次/d。9 月 28 复查便培养未检出沙门伤寒菌。

腹胀、乏力症状，防止并发症的加重及病情反复。

便隐血试验阳性（+），症状缓解出院。10 月 4 日第

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并更好的积极配合治

腹胀、腹痛症状缓解，大便每日 1～2 次，质软，大

二次复查，便培养未检出沙门伤寒菌，大便隐血试
验阴性（-），腹部 CT：结肠管壁无增厚，结肠水肿

明显减轻。随访 2 周期间病情无反复，无不良反
应发生。

此外，做好患者心理护理，可消除患者紧张恐惧情
疗护理。延续护理可增加患者对疾病康复知识，
使其改变不良生活行为及卫生习惯，促进疾病康
复，直接影响疾病愈后。
综上所述，通过护理人员及时、准确、科学的
护理，为伤寒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提供依据。运用综合护理，增加患者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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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知识，满足其心理需求，阻止疾病传播，减轻
患者痛苦，防止疾病反复，提高治疗效果及护理质
量满意度。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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