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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对热射病患者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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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治疗热射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以 2017 年 1 至 12 月解放军第
一五九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72例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的热射病患者作为集束化护理组；以2016年1至12月 
采用传统护理方法治疗的 86 例热射病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护理措施，包括冰袋降温、对症
处理等；集束化护理组在患者入科后即给予集束化护理措施进行早期干预，包括早期快速降温、循环监测、保
持呼吸道通畅、早期镇静镇痛、早期肠内营养、减少有创操作等。观察两组患者护理 24 h 后核心体温下降情
况，并记录患者的住院时间及预后。结果  经集束化护理 24 h 后，集束化护理组患者 24 h 内核心体温下降至
38.5 ℃以下的比例较对照组明显升高〔87.5%（63/72）比 46.5%（40/86）〕，且患者核心体温下降至正常所需时间

（h：12.33±7.50 比 22.31±9.51）及住院时间（d：11.03±4.58 比 22.80±7.94）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均 P＜0.01）。
集束化护理组患者均好转出院，抢救成功率达 100%；对照组有 1 例患者因病情较重，家属放弃治疗。结论  对
热射病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可以明显提高热射病患者的抢救成功率，缩短其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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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cluster nursing care for intervention of patients with heat stroke.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72  patients  using  cluster  nursing measure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the 159th Hospital of PLA were treated as an cluster nursing care group; 86 patients with 
heatstrok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during January to December 2016 were assigned in a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aditional  care,  including  ice-bag  cooling  and  therapies  according  to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luster  nursing  care  group,  after  the  patients  entering  into  the  department,  early 
intervention  of  cluster  nursing  measures  was  immediately  carried  out  for  them,  including  early  lowering  the  body 
temperature, circulation monitoring, maintaining respiratory tract fluency, early using sedative and analgesic measures,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and decreasing invasive manipulations, etc. After 24-hour nursing care, the descent of core body 
temperature situation,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cluster nursing care  for 24 hours,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core body 
temperature dropped to below 38.5 ℃ in the cluster nursing car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7.5% (63/72) vs. 46.5% (40/86)], additionally, the patients in cluster nursing care group, the time of high core 
body temperature necessary to recover  to normal range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hours: 12.33±7.50 vs. 
22.31±9.51, P < 0.01), and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was also much shortened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days: 
11.03±4.58 vs. 22.80±7.94, P < 0.01). All patients in the cluster nursing care group 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and 
the rescue success rate achieved 100%; in the control group, one patient was seriously ill whose treatment was given up 
according to his family's request.  Conclusion  The cluster nursing care intervention for heat stroke patients not only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 care, but also can shorten their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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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热射病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热

射病根据热暴露过程中是否存在劳累因素分为经

典型热射病（CHS）和劳力性热射病（EHS）［1］。EHS

是由于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从事高强度体力运动导

致机体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 40 ℃，伴意识障碍、

横纹肌溶解、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急性肝损

伤、急性肾损害等多器官多系统损伤的严重临床综

合征［2］。部队官兵常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作业、

训练、演习，EHS 的发病率往往较高，如果得不到及

时妥善的救治，病死率高达 10%～50%［3］。集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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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是指综合一系列有循证基础的治疗方法及护理

措施来处理某种难治临床疾病的方法［4］。解放军

第一五九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自 2017 年制定集

束化护理方案以来，对热射病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

措施进行干预，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以 2017 年 1 至 12 月本科收治的采

用集束化护理措施治疗的 72 例热射病患者为集束

化护理组；以 2016 年 1 至 12 月在本科接受传统护

理方法治疗的 86 例热射病患者为对照组。

1.1.1  纳入标准： ① 符合 EHS 诊断标准，即在高

温、高湿环境中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或工作时发

病，发病 2 h 内入院； ② 既往心、肝、肾功能正常，

无免疫功能缺陷。

1.1.2  排除标准： ① 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

疾病或感染性疾病； ② 1 个月内使用过影响心、肝、

肾功能的药物； ③ 存在影响指标检测的疾病。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和检测均在患者

及家属知情同意下完成，所有入选患者及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1.3  护理方法：对照组患者遵医嘱并按照操作流程

执行传统护理措施，常规冰袋降温，根据相关症状和

体征给予对症处理，未进行系统性护理干预；集束

化护理组患者依据科室制定的集束化护理措施进

行干预，给予系统的全方位综合性护理，具体措施 

如下。

1.3.1  早期快速降温：患者经绿色通道进入 ICU 后

立即给予快速降温。

1.3.1.1  环境降温：患者入住 ICU 层流洁净病房后，

保持室内温度 20～24 ℃，相对湿度 40%～60%，以

促进皮肤蒸发散热，加快降温速度。

1.3.1.2  物理降温：患者入住 ICU 后立即于大动脉

搏动处放置冰块（避免冻伤皮肤），并于床单下放置

降温毯，使用亚低温治疗仪进行物理降温。患者取

仰卧位，戴冰帽，注意保护耳廓及枕部皮肤防止冻伤

及压疮。加强巡视，及时调节亚低温治疗仪的设定

温度，控制患者核心体温在 38.5 ℃以下。

1.3.1.3  液体降温：患者入 ICU 后立即快速输注

4 ℃生理盐水，迅速补充血容量，快速降低患者体内

温度，使患者核心体温控制在 38.5 ℃以下。

1.3.1.4  药物降温：对于体温持续升高或高热不退

者，可给予双氯芬酸钠栓纳肛，同时联合使用冬眠合

剂进行降温，待患者核心体温达到 38.5 ℃以下后，

根据患者整体情况停止药物降温。

1.3.2  严格循环监测：患者入 ICU 后密切观察其呼

吸指标、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的变化，监测血气

分析、每小时尿量及颜色、中心静脉压（CVP）。根

据尿量、血压和 CVP 的变化判断是否补充血容量；

根据血气分析指标判断是否存在缺氧及酸碱失衡。

在血容量充足的情况下，可尽早使用脱水剂进行脑

保护，以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

1.3.3  保持呼吸道通畅：意识障碍、气道分泌物多、

不能主动排痰、呼吸衰竭（呼衰）的患者应及早进行

气管插管，做好气道管理，定时吸痰，防止气道黏膜

压伤、坏死，预防肺部感染及意外拔管的发生［5］。

1.3.4  早期镇静镇痛：对出现躁动、抽搐、烦躁不安

等症状的患者，肌肉注射安定或苯巴比妥钠。对气

管插管患者应用丙泊酚或咪达唑仑持续微量泵输入

适当镇静，应用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或枸橼酸舒芬

太尼注射液持续微量泵输入充分镇痛。用药期间为

防止患者出现呼吸抑制和血压下降，应严密监测呼

吸和血压。必要时对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给予适

当约束，但要注意及时观察约束处肢体皮肤颜色和

温度的变化。

1.3.5  早期肠内营养：在患者无消化道出血等禁忌

证情况下早期给予经胃管肠内营养。营养支持初

期营养液泵入速度不宜过快，以 20 mL/h 为宜，每 

4 h 回抽 1 次胃液，若无胃潴留可逐渐加快至 50～ 

60 mL/h。定期用温开水冲洗胃管，防止发生导管 

阻塞。

1.3.6  减少有创操作：患者入科后常规进行中心静

脉置管和有创动脉置管。中心静脉置管可在快速补

充血容量的同时检测 CVP，有创动脉置管可在监测

动态血压的同时，方便抽取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避

免反复动脉穿刺对患者造成的损伤。如使用连续性

血液净化（CBP）治疗，可进行股静脉穿刺置管。应

尽可能避免气管切开等其他有创操作。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监测患者核心体温，观察 

24 h 内是否下降至 38.5 ℃以下；记录患者核心体温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住院时间及预后。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集束化护理组中男性 58 例，女性

14 例；年龄 20～71 岁，平均（26.81±12.03）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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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中男性 64 例，女性 22 例；年龄 18～82 岁，平

均（25.47±10.14）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资料均

衡，有可比性。

2.2  不同护理措施两组热射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比

较（表 1）：经集束化护理 24 h 后，集束化护理组患

者 24 h 内核心体温下降至 38 ℃以下的比例较对

照组明显升高，且患者核心体温恢复正常所需时间

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均 P＜0.05）。集

束化护理组患者均好转出院无死亡，抢救成功率

达 100%；对照组有 1 例患者因病情较重，家属放弃 

治疗。

操作往往会加重出血的发生，甚至危及生命。因此，

采取积极有效的集束化护理措施在提高医护服务质

量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本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集束化护理

措施早期干预热射病患者，能促进患者核心温度及

早下降至正常，同时对患者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

化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给予早期支持治疗，可减轻

病情的恶化程度，有效缩短住院时间。

  综上所述，对热射病患者采取集束化护理干预

措施，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缩短住院时间，显著提

高护理质量。在临床工作中，要在全科人员中进行

集束化护理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并督促科室人员

认真完成集束化护理措施，有效改善护理结局，提高

患者的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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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护理措施两组热射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24 h 内体温≤ 
38.5 ℃ 〔%（例）〕

体温恢复正常所 
需时间（h，x±s）

住院时间
（d，x±s）

对照组 86 46.5（40）  22.31±9.51 22.80±7.94
集束化护理组 72 87.5（63） 12.33±7.50 11.03±4.58

χ2/t 值 29.014 7.239 11.159
P 值   0.001 0.000   0.000

3 讨 论

  集束化治疗对患者是一个主动、抢先的过程，

能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并给予早期处理，甚至在

并发症发生前给予及时干预［6］；而传统的针对性按

需治疗则是被动的、相对滞后的过程。

  热射病由于疾病自身的特殊性，患者的持续高

热会对全身器官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生命。研

究表明，高热对细胞膜和细胞膜内结构的直接损伤

可使各组织器官细胞膜结构改变，导致线粒体损伤，

造成组织细胞广泛损伤，各器官出现不同程度的功

能障碍［7］。因此，高热对于热射病患者是致命的威

胁。研究表明，亚低温治疗能阻止高热对全身细胞

的毒性作用，尤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作用意义

更加重要［8］。因高体温持续时间过长的患者往往

预后较差，故护理热射病患者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措

施是及早、快速进行降温。本科制定的集束化护理

措施关键在于快速降低核心温度，这对提高热射病

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是一项重要措施，并可减少神经

系统后遗症，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此外，热射病导致患者各器官功能不全时，胃肠

道所受影响较大，当肠黏膜屏障受损时，容易引起肠

源性感染，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导致脓毒症。因此，

热射病患者在无消化道出血等禁忌证的情况下，应

及早给予肠内营养保护肠道功能。热射病患者早期

常合并凝血功能紊乱，易发生 DIC，手术及其他有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