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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酚中毒 2 例护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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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酚属高毒类有机化学毒药袁为细胞原浆毒[1]遥 它既可由

皮肤又可经呼吸道吸收袁其口服致死量 8.5 g袁最小致死量 1.3
g遥 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袁中毒机理尚未完全阐明袁目前认为袁
急性中毒是因苯的亲脂性附于神经细胞表面袁 抑制生物氧

化袁影响神经递质袁麻醉中枢神经系统遥 对于苯酚中毒病人的

护理尚无文献报道遥 我科于 2005 年 8 月收治了 2 例苯酚中

毒患者袁经积极治疗和护理袁患者治愈出院遥 现报告如下遥
一尧病例介绍

患者两人为夫妇袁男性 39 岁袁女性 35 岁袁因在家煲食

野猪肝尧瘦肉尧白鸡尧独脚跟尧谢蓝冶约 1 小时后感头痛尧头晕尧
恶心袁伴有腹痛尧腹泻尧全身乏力袁经当地医院对症治疗后恶

心尧腹痛尧腹泻缓解袁仍自觉头晕尧视物旋转袁并逐渐出现言语

不流利袁口角流涎袁查头颅 MRI 示院双侧基地节区尧放射冠脱

髓鞘病变遥 查体院神志清楚袁双眼球水平震颤袁血液毒物分析

结果示院2袁4-二叙丁基苯酚袁2袁6-二叙丁基对甲苯酚渊BHT冤遥
入院后予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袁血液灌流治疗袁营养神经袁野甲

强龙冶冲击治疗半个月袁并予保护胃黏膜袁抗感染袁高压氧等

对症支持治疗袁患者治愈出院遥
二尧护理

1. 心理护理

2 例患者起病突然袁病情重袁加上失语袁患者产生恐惧心

理袁担心疾病预后遥 护士要重视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袁及时进

行健康宣教袁解释安慰病人袁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袁使患者

对医疗护理水平充分信任袁减轻恐惧心理遥
2. 血液灌流护理

血液净化疗法是应用血液净化技术袁从肾外途径排除循

环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尧毒物尧药物及其他过剩物质袁同时以人

工手段辅助完成某些脏器的功能袁 即代替肾脏的排泄功能遥

对于急性化学物中毒者袁应用血液净化疗法来清除体内毒物

作为重要治疗措施之一遥 患者行血液灌流 2 小时袁右股静脉

穿刺顺利袁治疗中生命体征平稳袁治疗结束后将穿刺导管拔

出袁棉球压迫止血 10 分钟袁无渗血尧肿胀遥 严密观察术中尧术

后病情变化袁注意有无头晕尧心悸尧腹痛等症状曰观察穿刺部

位有无渗血及皮下血肿曰灌流术后注意检测毒物水平袁评价

灌流效果遥
3. 高压氧治疗

高压氧治疗的主要机制是院提高血含氧量袁直接纠正患

者的低氧血症曰可有效防止脑水肿尧肺水肿尧心肌损害等并发

症遥
渊1冤进舱前护理院认真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袁并了解尧记录

患者的中毒情况及病史袁给患者更换全棉衣服袁注意保暖袁严

禁火种尧易燃尧易爆物品入氧舱遥对轻度中毒 患者教会在加压

阶段进行中耳调压动作袁如吞咽尧咀嚼等动作袁保持咽鼓管通

畅袁避免中耳尧鼓膜气压伤袁并介绍进氧舱须知尧一般性能尧治

疗效果尧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及预防方法尧注意事

项袁取得患者合作遥
渊2冤陪舱护理院对重患者需要医护人员陪舱袁进入氧舱

后袁注意调节输液袁开始加压时要将液体平面调低袁并注意输

液速度变化遥保持呼吸道畅通袁患者平卧头偏向一 侧袁及时清

除呼吸道分泌物遥 密切观察神志尧瞳孔尧呼吸尧心率尧血压的变

化袁并详细记录遥 观察有无氧中毒情况袁及时与医生联系遥 治

疗期间要注意翻身袁 防止局 部受压形成破溃或发生褥疮袁烦

躁患者要防止受伤遥 减压时舱内温度会降低袁注意给患者保

暖袁并将输液的液平面调高袁以免减压时液平面降低使空气

进入体内袁做好陪舱记录袁协助患者出舱[2]遥
4. 激素治疗

及时准确应用糖皮质激素袁并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在

应用糖皮质激素过程中应严密观察有无消化系统并发症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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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消化道出血[3]遥 遵医嘱及时准确给药袁观察有无感染等遥 在

减量停药过程中注意防止发生反跳遥
5. 密切观察病情

注意观察患者神志尧生命体征的变化袁检查口腔黏膜有

无灼伤尧糜烂尧变色等袁呼气有无酚味遥 苯酚中毒主要为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袁轻者酒醉状袁伴恶心尧呕吐尧步态不稳尧幻觉尧
哭笑失常等表现遥 重者意识丧失尧肌肉痉挛或抽搐尧血压下

降尧瞳孔散大袁因呼吸麻痹死亡遥 个别病例可有心室颤动遥 本

组 2 例患者神志清楚尧头晕尧视物模糊袁嘱患者绝对卧床休

息袁协助床上大小便袁持续低流量吸氧袁观察患者体态语言袁
了解患者心理需要袁应用写字板尧手语等多种方式与患者沟

通袁评估语言恢复程度袁2 例患者语言完全恢复遥
6. 留置尿管

记 24 小时尿量袁注意观察尿液颜色尧性质尧及量的变化遥
肾脏是酚中毒的靶器官袁 溶血也是酚中毒早期的重要表现袁
观察尿液的量及有无棕色或黑褐色的改变是及时发现病情

变化的重要内容遥 注意保持导尿管引流通畅袁加强尿道口护

理袁防止感染遥
7. 加强生活尧安全护理

口腔护理 2 耀 3 次/日袁协助翻身拍背袁预防继发感染遥 患

者烦躁不安时应做好防自伤尧误伤尧防坠床护理袁如上床档袁
烦躁尧抽搐时使用约束带等袁必要时注射镇静剂袁防止意外损

伤遥
8. 健康宣教

本例患者已有过此类药材杂汤中毒史袁因此应避免再次

食用袁以免引起意外曰另外袁应避免接触工业上用作溶剂尧稀

释剂和平化工原料等苯酚有机物遥 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要

加强宣传教育袁使他们了解苯的毒性及预防苯中毒的基本知

识袁增强自我保健意识遥 苯作业工人进行定期体检袁制定工人

就业前及工作后定期体检制度袁 重点在血液系统指标的检

查袁对具有从事苯作业的职业禁忌症者袁如患有中枢神经系

统性疾病尧精神病尧血液系统疾病及肝尧肾器质性病变者袁都

不宜从事接触苯的工作遥

参考文献

1 朱美芳. 2,4-二硝基苯酚中毒死亡 1 例报告.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2;15:244.
2 温淑娴, 洪荔华. 高压氧治疗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疗效观察及护理.

广东医学 2007;14:25.
3 王钦威, 李乃砚. 苯酚急性中毒病例观察与抢救. 中华劳动卫生职

业病杂志 1995;13:45.

渊收稿日期院2008-03-20冤
渊本文编辑院何美蓉冤

第二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08 年 11 月在上海市召开第二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

病学术会议袁并同时举办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渊重点为肝病尧内镜与胃癌冤的新技术新理论继续教育学习班遥
此次会议及学习班的目的在于提高对慢性肝病及早期消化道肿瘤的诊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袁了解常见消化疾病的国内

外最新研究动态袁演示消化内镜介入治疗新技术袁并邀请国内著名消化病专家做专题学术报告遥 欢迎从事中西医结合尧中医或

西医消化方面的医务人员踊跃参会袁并积极投稿袁现将会议征文事宜通知如下院
征稿内容院淤消化内镜技术及其中西医结合临床应用曰于脂肪肝尧慢性肝炎与肝硬化等常见肝病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

研究曰盂消化道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曰榆脾胃学说及其临床应用曰虞其他消化系统疾病渊包括食管尧胃尧肝尧胆尧胰腺等疾病冤的基

础研究尧临床研究与实践等遥
学习班招收对象院中西医结合尧中医或西医的消化专业医师尧科研人员尧研究生等渊授课内容另发冤遥
征稿要求院请注明作者姓名尧单位尧详细通迅地址尧邮编遥 稿件请附 800 字论文摘要袁尽可能以电子信件的形式将稿件传送

至 shxhhy2008@yahoo.cn 或 czs.xiaohua岳163.com遥
征文或报名联系人院淤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 528 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所渊邮编院201203冤 刘成海袁传真

21-51324445 或 51328500曰 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45 号解放军 211 医院中医科 渊邮编院150080冤 李春雷袁 电话 0451-
57752440 或 86632450曰 传真 0451-86603878遥

截稿日期院2008 年 9 月 30 日渊以邮戳为准冤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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