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位妊娠破裂出血
怎样识别

怀疑异位妊娠出血时， 首
先要对患者的症状、 体征进行
观察， 如血压、 脉搏、 浅表静
脉、 皮肤温度与颜色、 表情痛
苦程度等， 同时要采集患者病
史， 如停经史， 是否存在阴道
流血， 以及持续时间及流血量；
是否存在腹痛， 以及腹痛持续
时间、 程度及性质； 是否存在
休克、 昏厥等。 典型的异位妊
娠破裂出血的症状是患者突然
出现腹部剧痛， 皮肤发白， 烦
躁及剧痛面容等。

异位妊娠破裂出血
怎样护理

1.�心理护理 异位妊娠破裂
出血会导致患者出现悲伤、 焦
虑、 沮丧以及恐惧等负面情绪，
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
况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措施， 如心理暗示法、 心理支

持法， 以及注意力转移法等帮
助患者舒缓负面情绪。 除此之
外， 医护人员还需为患者进行
异位妊娠破裂出血相关知识的
宣教， 如风险因素、 发病机制、
治疗方案、 干预方法、 治疗重
要性及目的等， 还可以通过为
患者介绍治疗成功案例的方式
来提升患者的信心。

2.�药物治疗护理 对于采用
药物治疗的患者来说， 需密切
关注患者的阴道出血、 腹痛及
其他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
饮食方面， 要指导患者食用质
软温凉、 无刺激性、 高蛋白及
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并对
食量严格把控。

3.�手术治疗护理 手术前，
护理人员要做好术前访视， 并
为患者介绍手术流程及主治医
生， 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及恐惧
感， 协助患者做好各项术前准
备工作。 严重内出血并发休克
的患者， 护士应立即开放静脉，

交叉配血， 做好输血输液的准
备， 并配合医生积极纠正休克，
补充血容量， 按急诊手术做好
术前准备。 手术期间， 护理人
员要密切关注患者各项生命体
征变化情况 ， 一旦发生异常 ，
及时上报主治医生进行处理 ，
同时协助主治医生完成手术操
作。 手术完成后， 护理人员需
将患者安全转移至病房， 同时
调整患者体位， 防止患者发生
肺部并发症。 鼓励患者尽早下
床活动， 以防出现肠粘连及下
肢静脉血栓， 同时可以有效促
进患者胃肠蠕动， 对患者术后
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饮食方面，
患者术后应禁食 6 小时， 6 小时
后可以进食流食， 如无不良反
应可逐渐过渡至常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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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破裂出血

受精卵在子宫腔以外着床发育的异常妊娠过程
称为异位妊娠， 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常见， 也称为
“宫外孕”， 是妇产科较为常见的一种急腹症， 发病
率较高。 一旦异位妊娠部位发生破裂， 极易导致大
出血， 严重时可威胁患者生命。 接下来就详细介绍
异位妊娠破裂出血的识别及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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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出生后 2~3 天会出现皮肤、
巩膜发黄的现象， 称为新生儿黄疸， 主
要与新生儿出生后胆红素代谢异常有
关， 即产出量超出了其代谢范围所造成
的。 临床上， 新生儿黄疸可分为生理性
黄疸和病理性黄疸两大类。 生理性黄疸
能够自行消退 ， 足月儿一般不超过 2
周， 早产儿一般不超过 4 周， 不需要特
殊处理。 如果新生儿出生后 24 小时内
就表现出全身黄染， 且黄疸程度较重，
持续时间长或退而复现， 并伴有拒奶、
嗜睡、 肢体抽搐等现象的， 则属于病理
性黄疸， 需要积极治疗干预。

1.坚持母乳喂养 当新生儿出现黄
疸时， 应该尽量鼓励母乳喂养。 哺乳过
程中， 应注意观察婴儿是否能有效吸
吮， 勤吸吮能够提高胎粪的排出效率，
加速胆红素排出， 降低血液中胆红素水
平， 缓解黄染症状。 由于大部分产妇及
其家属都不了解新生儿黄疸的原因， 也
不知如何护理。 因此， 护理人员应该加
强母乳喂养的宣传教育， 多进行经验交
流， 增强新生儿对母乳的需求。

2.加强皮肤护理 由于新生儿抵抗
力较差， 受到细菌侵入时极易引发感
染， 护理人员需严密观察婴儿的皮肤状
态， 并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 首先要保
证室内湿度与温度保持适宜状态； 给婴
儿洗澡时， 应观察婴儿的颈部或腋下是
否出现了脓疱疮； 每次洗澡后用 75%的
酒精棉签对脐部进行擦拭消毒， 保持局
部皮肤干燥， 一旦出现渗液或渗血现
象， 及时就医处理； 每 4 个小时换 1 次
尿布， 当出现尿布疹时， 则要每 2 个小
时换 1 次尿布。

3.观察大便颜色 护理人员应注意
观察新生儿大便的颜色。 正常情况下，
经肝脏处理的胆红素将由胆管直达肠
道， 最终排泄出来成为粪便， 此时的
粪便应该是黄色的。 如果宝宝的大便
颜色发白， 说明可能是肝脏、 胆道出
现问题， 且会愈来愈淡， 身体却会越
来越黄 ， 这时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 。
例如， 当宝宝患有胆道闭锁等胆道疾
病时， 由于胆红素积聚于肝脏长时间
无法排泄， 导致大便颜色发白， 身体
发黄， 严重者可引起肝功能衰竭， 这
类患儿必须尽早手术， 才能够使胆道通
畅， 重新造新的胆道进行改善。
衡阳市常宁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刘英

新生儿黄疸
做好居家护理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
们对身体的重视 ， 很多已婚女
性朋友体检时都会做 HPV （人
乳头瘤病毒 ） 检查 。 若检查报
告提示 HPV 阳性 ， 部分女性会
惶恐不安。

人乳头瘤病毒有 100 多种亚
型， 其中， 以 HPV-16 和 HPV-
18 型为主的高危型 HPV 持续性
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而以 HPV-6 和 HPV-11 为主的
低危型 HPV 感染可引起生殖器
疣。 所以， HPV 检测对于预防宫
颈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HPV 感染途径有哪些？
1. 性传播 。 性接触是 HPV

主要传播途径， 与 HPV 感染者
有性接触可直接被传染 ， 若自
身抵抗力较弱 ， 即可导致 HPV
感染。

2. 间接传染。 HPV 病毒还可
以通过内裤、 浴巾、 浴盆、 游泳
池、 坐便器等生活用品间接接触
传播。

3. 母婴传播。 如果产妇宫颈或
阴道部位有 HPV 病毒， 分娩时可
能会通过产道将病毒传染给婴儿。

感染 HPV 后该怎么办？
研究发现， 几乎每一个有性

生活的女性在一生中都会感染
HPV， 但不必谈 HPV 色变 。 因
为大部分 HPV 感染只是一过性，
一般 8~10 个月可自行消退， 只
有持续感染高危型 HPV 才有可
能引起宫颈癌， 而这个过程通常
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

当然 ， 如果发现 HPV 感染
也不可掉以轻心， 尤其是感染了
HPV-16 和 HPV-18 等高危型
者， 建议直接去做阴道镜检查，
必要时做宫颈活检及颈管搔刮，
以明确是否存在宫颈病变 。 如
为其他类型高危型 HPV 感染 ，
建议行细胞学检查 （即 TCT）
进行分流。 如 TCT 异常， 需转
诊阴道镜， 如 TCT 阴性， 则可
一年后再复查 HPV 与 TCT。 期
间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抗
HPV 的药物， 如干扰素等。 性生
活时建议使用避孕套。 另外， 若
多次复查 HPV 阳性， 即持续性
HPV 感染 ， 即使 TCT 无异常 ，
也要做阴道镜检查， 必要时宫颈
活检术。

如何预防 HPV 感染？
预防 HPV 感染最重要的措

施就是接种 HPV 疫苗， 我国可
供选择的有 2 价、 4 价及 9 价。 2
价的接种人群为 9~45 岁女性 ，
可预防 HPV-16 和 HPV-18； 4
价接种人群为 20~45 岁， 可预防
HPV -16、 HPV -18、 HPV -6、
HPV-11； 九价接种人群为 16~26
岁女性， 可预防 HPV-6、 HPV-
11、 HPV-16、 HPV-18、 HPV-
31、 HPV-33、 HPV-45、 HPV-
52、 HPV-58。 即使已经感染了
某种 HPV， 同样可以接种疫苗，
以预防其它型别的 HPV 感染或
相同 HPV 型别的再次感染 。 另
外 ， 保证稳定的性伙伴 、 良好
的性卫生习惯 、 常态化使用避
孕套都是预防 HPV 感染的重要
措施 。 即使感染了 HPV， 亦不
要过于惶恐 ， 保持心情愉悦 ，
适当身体锻炼 ， 增强自身抵抗
力 ，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
检查及治疗， 绝大多数 HPV 感
染都能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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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发现 HPV感染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