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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中医药优势技术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介绍
由于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各种疾病
导致长期卧床患者增加， 再加上患者及家属

重症医学科属于临床独立学科，ICU
是重症医学科的临床基地及病房， 是医院
集中监护和救治重症患者的专业科室。 重

对皮肤护理方面知识的缺乏， 导致压疮的发
生率也逐年上升。如何防止压疮的发生？患了

症医学科以综合救治为特点， 重症医学工
作者应用先进的诊断、 监护和治疗设备与

压疮有何高效救治方法？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
采访了徐州市中医院 ICU 护士长夏小卉。

技术，对患者病情进行连续、动态的定性和
定量观察，并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为重症
患者提供规范的、 高质量的生命支持和治
疗，以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重症患者的生命
支持技术水平， 直接反映医院的综合救治
能力，体现医院整体医疗实力。
徐州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成立
于 2003 年，目前编制床位 12 张，有 8 名医
生，20 名护士，其中主任医师 1 名，副主任
医师 3 名，主治医师 2 名，主任护师 1 名，副
主任护师 1 名，主管护师 4 名，护师 12 名，

居家卧床者压疮多发，尤其以老人居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寿命在增长， 但是老龄化社
会也来临了，出现了养老问题。 老

阻， 而引起的皮肤及皮下组织缺

经开始损毁， 从而导致组织的坏

血而发生水疱、溃疡或坏疽。

死。

的群体最易发生压疮，过度消瘦、
过度肥胖、水肿、动脉硬化等都能

造成溃疡的主要原因是压

易患压疮的人群以患脑血管

促使压疮形成。“
在这些易患压疮

配备有高档多参数监护仪， 进口高档全功

年人经常出现一些慢性伤口的疾

力， 但这个压力不是普通的压

病的老年患者居多， 还有就是因

的群体中又以老年人居多， 老年

能呼吸机，转运呼吸机及监护仪，血气分析

病，如压疮、糖尿病足、下肢慢性

力， 而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压力。

车祸或外伤造成的截瘫的中青人

人因为行动不便， 缺乏生活自理
能力很容易生压疮。 ”

仪、心电图机、双向波除颤仪、临时起搏器、

溃疡、癌性伤口等。 ”夏小卉介绍

当对身体的某个部位施加持续性

和患先天脊柱畸形的青少年。 夏

主动脉球囊反搏仪、 床旁 X 光机、B 超机、

说，压疮也叫压力性溃疡，是指身

压力，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小卉说，这些长期卧床体质衰竭、

胸部振动排痰机、空气压力波治疗仪、血液

体局 部 长 期 受 压 使 血 液 循 环 受

但其实皮肤内部的细胞和血管已

翻身活动不方便及肢体感觉障碍

净化仪、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仪、纤维支气
管镜、抗血栓泵、PCT 及 ACT 测定仪、心肌
损伤标志物检测仪、输液泵、微量注射器、

卧床一个月得压疮，8 旬老人命悬一线
最近， 市中医院 ICU 收治了

压疮，浅的在肌肉层，深处已达骨

疗费用数万元不等，而且恢复慢，

接着皮肤可能溃烂成孔， 开始流

一位 80 岁高龄的患者刘大爷（化

骼， 最大的面积有 10cm×15cm，

容易感染。 ”夏小卉表示，比较典

水、出血，严重时会有大量脓液渗

名）。 据了解，刘大爷患有肺部疾

上面满是大量腐肉和渗液。 由于

型的压疮发生部位为骶骨、 股骨

出，恶臭难闻，随后不断变大、腐

能熟练开展各种监测与支持技术，如

病，在家卧床休养了仅一个月，结

患者年高体衰， 又出现呼吸衰竭

大转子、坐骨粗隆、足跟及外踝，

烂，最后发展到骨头坏死，压疮常

心肺复苏术，血流动力学监测技术，气管插

果就因护理不到位， 患上了重型

肺部感染，生命体征极不稳定，营

这些部位是患者经常翻身不便时

伴发细菌感染， 特别是绿脓杆菌

管术，经皮气管切开术，机械通气技术，纤

压疮。

养状况差，可谓命悬一线。

产生压疮最危险的部位。

感染可诱发骨膜、 骨髓炎乃至败

营养泵、 气管插管及气管切开所需急救器
材、多功能电动床等。

维支气管内镜技术， 胸穿及胸腔闭式引流

检查发现，老人的骶尾、双髋

“老年人压疮合并症较多，治

据介绍，压疮总共分为四期，

术，电复律及心脏除颤术，床旁临时心脏起

的骨隆突处存在多处大小不等的

疗难度大，费用昂贵，根据病情治

从现象观察最初只是红斑显现，

血症，可引起死亡。

搏术，连续血液净化技术，深静脉及动脉置
管技术，肠内肠外营养技术等。 近年来，又

自制中药外用制剂，有效控制压疮进展

开展了急性呼吸衰竭的有创—无创序贯机
械通气治疗应用、ARDS 的 RM 术，急性药

目前国外研制出的压疮治疗

制剂， 在多例复杂难治的压疮病

物和毒物中毒的血液灌流、 脓毒症高流量

产品有不少， 但疗效单一且价格

血液滤过、联合血浆滤过吸附技术、鼻肠管

高昂，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治疗压

比如在对刘大爷的治疗中，

例中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

疮的好办法吗？ 夏小卉介绍，市中

先是使用具有袪腐作用的九一

收治疾病范围和转入标准为： 各种危

医院在传统经方的基础上， 改良

丹，去清除疮面的大量腐肉。 换药

重的急性疾病，需进行生命支持者，如各种

创新出系列的外用成药， 可以用

时用清创手法去除表面已软化的

于压疮治疗。“
我们首先会正确评

腐毒之物， 约 5 天后疮面腐肉明

估患者全身及局部情况， 辨证施

显减少，腥臭味减轻。 接着根据疮

护， 根据不同分期合理选择外用

面情况， 改用兼具袪腐生肌的生

放置幽门后喂养技术、重症超声技术等。

休克、循环衰竭、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呼吸
功能不全和呼吸衰竭；心跳呼吸骤停，心肺
复苏后需要高级生命支持及脑复苏者；严
重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严重创
伤、多发伤、复合伤，重大手术后的危重病
人需密切监护和多脏器功能支持的， 如术

肌膏换药。
由于疮口深且有潜行， 在中

祛除， 整个疮面完全是鲜嫩的肉
芽，继续以生肌膏纱布填塞，此时

药敷药的手法上， 加用生肌膏浸

取生肌膏的生肌之效。 随着治疗

润无菌纱布填塞，以加强效果。 初

进展， 填塞的纱布逐渐由两块减

期，祛腐力度大，渗液较多，根据

为一块。 其后，改用中药涂药手法

情况增加换药次数。 约 10 天后，

使用生肌散，以加强生肌之效。 两

疮伤表面的腐肉基本祛除， 眼观

周之后， 压疮表面的肉芽已完全

伤口面积及深度明显加大， 但此

填满长平，鲜红的肉芽颗粒饱满。

为祛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又过了 10 天，疮口腐肉完全

为阻止肉芽过份生长， 停用生肌
散，在其上覆盖了凡士林纱布。 一

预防卧床老人生压疮，日常护理要多上心
中药制剂为何这般好用？ 夏

一点细微的变化， 护士都要悉数

的老人尤要注意对皮肤的保护，

咳嗽，再让老人饮少许温开水，并

小卉称，主要是使用的药材对症，

于心； 每次换药都要 1 个小时以

减少尿液、粪便的浸渍。

鼓励老人做深呼吸增加肺活量，

质紊乱，或术中经过不平稳，出血量大，有

并且护理及换药手法得当。 据了

上； 面对着腥臭腐烂的伤口，翻

一过程缺血缺氧性损害或生理扰乱大者，

解，九一丹的主要成分为石膏，功

身，叩背，洗脸，擦浴……

以及高龄有术后并发症者， 和心血管、胸

效为提脓，拔毒去腐；生肌膏主要

针对如何预防卧床老人生压

勤更换， 保持老人皮肤清洁干燥

最后， 每日给老人应摄入

外、脑外手术后需行呼吸循环支持者。

成分为当归，龟板，地黄等名贵中

疮， 夏小卉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

和床单清洁平整。 要定时翻身，白

2000 毫升以上水分，增加排尿量，
清洁尿道，预防泌尿系统感染。 平

前合并有冠心病，呼吸功能不全，严重电解

其次，护理时要做到勤观察、
勤翻身、勤按摩、勤擦洗、勤整理、

保持呼吸道通畅， 防止发生坠积
性肺炎。

重症医学科技术实力雄厚， 综合救治

药材， 功效为活血解毒， 生肌收

先， 要避免老人局部组织长期受

天每两个小时翻身一次， 夜间不

能力较强， 有丰富的临床抢救经验和高水

敛；生肌散主要成分为龙骨，赤石

压，让老人睡气垫床，保持床铺平

超过 3 个小时翻身一次。 要经常

时注意给老人补充营养， 合理搭

准的抢救技术，年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约 500

脂等，功效为生肌止痛。

整无皱，无杂物与渣屑，尽量使用

用温水热毛巾擦拭受压的部位，

配饮食，防止出现低蛋白血症、贫

余例， 已成功地抢救了上百例心跳呼吸骤

治疗压疮非常不易。 在患者

纯棉面料卧具。 对于骨骼隆起受

按压时力度要适中， 促进局部血

血及营养不良，可以食用瘦肉、鱼

停患者，以及重大车祸、高处坠落致严重复

肉芽飞速生长的背后， 离不开护

压部位皮肤要重点保护， 应保持

液循环， 或者预防性使用溃疡贴

汤、鸡蛋、纯牛奶等高铁、高蛋白

合伤的患者，抢救成功率在 85％以上，在淮

士们大量、细致、繁琐的基础护理

清洁干燥， 并使用翻身垫等体位

保护长期受压部位。 在帮助老人

食物，适当增加脂肪，避免过于消

海经济区影响较大。

工作：从头到脚，每一寸皮肤，每

垫圈以预防压疮。 对大小便失禁

翻身的同时还要进行拍背， 嘱其

瘦后骨关节突出部位发生压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