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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中毒患者洗胃中口服中毒患者洗胃中口服中毒患者洗胃中口服中毒患者洗胃中护护护护理理理理风险风险风险风险的的的的识别识别识别识别及及及及应对应对应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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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伟(综述),廖少玲,文若兰(审校)  作者单位：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广东湛江524001) 

  【摘要】本文就洗胃术中存在的护理风险和洗胃前、中、后护理风险的识别，以及医院系统、护士、患者及家属方面的应对

措施进行综述。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洗胃】 洗胃】 洗胃】 洗胃术术术术;口服中毒口服中毒口服中毒口服中毒;护护护护理理理理风险风险风险风险;综综综综述文述文述文述文献献献献 

  洗胃术是急诊中常规用于抢救口服中毒患者的首要抢救措施之一，正确及时的洗胃被认为是抢救生命和减少并发症的关键，

但由于医院组织结构、医护人员临床经验和应激能力的不同，患者自身情况及家属支持度等多方面差异的存在，使洗胃过程中存

在众多的护理风险。因此，及时识别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对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洗胃术中存在的护

理风险和应对措施作一综述。 

  1 护理风险的识别 

  护理风险识别是护理风险管理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在护理过程中及时发现现有的和潜在的医疗护理风险，并针对

这些风险因素提出防范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护理差错，保证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安全优质有效地服务[1]。 



 

医学信息 

期刊介绍

在线阅读 

在线订阅

在线投稿

1254635326
4006089123

545493140(重要)

400-6089-123 68590972

  识别洗胃术在去除口服中毒患者胃内容物的操作中的风险，应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识别。 

  1.1 医院系统方面 

  医院组织部门结构合理、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严格和支持系统的强有力是医院各项医疗活动有序安全进行的前提条件。检查

医疗院系统方面有无风险，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1.1 组织因素 医院设有急诊科，并有总值班 急诊科指挥协调系统，能及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1.1.2 制度建设 急诊应各项规章制度齐全，具有《院内急救接诊、诊疗管理制度》、《院前急救管理制度》、《急诊科设施

配置及管理制度》、《重危患者抢救制度》、《值班工作制度》、《急诊就诊制度、门、急诊首诊负责制》、《急诊观察室工作

制度》、《急诊抢救室工作制度》、《急诊科工作制度》、《救护车管理制度》、《救护车使用规定》、《急诊患者接待管理制

度》、《灾害事故急救管理制度》、《急救和突发灾害救治应急方案》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医护人员的责任职权，并

设有各种急诊常见病的抢救程序流程，如口服中毒患者的抢救流程。 

  1.1.3 支持系统 急诊科抢救车内抢救药品齐全，质量合格。抢救设备性能良好，保养得当。信息系统正常，能及时联系其他

科室或辅助部门。医院内环境安全，在治疗和转运过程中能保证患者安全。 

  1.1.4 管理因素 医院设有部门主管对急诊科的监督审查。通过培训，应急演练等方式，提高急诊医务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急诊科应备有合理的人力，保证抢救中的质量和安全。 

  1.2 护士方面 

  护士是洗胃术的主要实施者，其自身素质、知识技能水平和临床经验对洗胃风险的预防有着直接的影响。护士是否具备以下

能力和素质，是在实践护理活动中减少风险的根本。 

  1.2.1 基本素质 护士应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恪守职业道德，工作作风良好;能严格履行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责任心强;身

心健康，具备护士资格证，注册合格。 

  1.2.2 协作配合能力 正确有效的执行医嘱，与医生沟通协作佳;护士之间能够互帮互助，查漏补缺。 

  1.2.3 护理服务 以病人为中心，主动热情，细心周到，服务到位;有良好的沟通技巧。 

  1.2.4 护理技能 专业技能过硬，应激能力强，护理文书记录准确、及时。掌握口服中毒治疗的知识，洗胃术的适用证和禁忌

证，操作熟练、规范;能够识别出洗胃过程中存在的如下的护理风险。 

  1.2.4.1 洗胃前护理风险的识别 

  (1) 违反洗胃的禁忌证引发的风险。洗胃的主要禁忌有：口服强酸、强碱及其他有腐蚀性毒物的患者;服用石油制品，如汽

油、煤油等患者;患有食管静脉曲张、重症心肺疾病及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急性中毒伴有惊厥未能控制的患者[2]。因为如果患者

患有食管或胃静脉曲张、胃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或服用强酸强碱等剧烈腐蚀性的药物，洗胃时灌洗液对食管、胃内产生剧烈的

压力，易导致急性穿孔，甚至胃破裂。口服石油制品的患者，由于石油密度比水轻，所以洗胃时易发生吸入性肺炎。患有严重心

脏病的患者，由于毒物的腐蚀，原有胃部疾病和插管时带来的不适，尤其是胃管进入咽喉部引发的强烈反应，使患者恶心、呕吐

甚至挣扎，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加重或诱发心力衰竭，甚至出现心跳骤停。处于昏迷或抽搐状态下，或伴有呼吸不平稳的患者由

于毒物对呼吸的抑制作用，呼吸道分泌物阻塞气道[3]等原因易发生呼吸暂停的风险。 

  (2) 洗胃液配置不当引发的风险。洗胃液的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增加患者的不舒适感。过热的溶液洗

胃会使胃壁血管扩张，促进毒物吸收[4];过凉的溶液洗胃会使患者体温降低，感到寒冷或寒战。 

  某些洗胃液的成分会与毒物发生反应，加重中毒效果，例如农药乐果、对硫磷、内吸磷等中毒时，如用高锰酸钾溶液洗胃，

会使它们氧化为毒性更强的毒物;误服敌百虫中毒者，如用碱性溶液洗胃，会使敌百虫转化为毒性更强的敌敌畏，加重中毒。 

  (3) 洗胃前物品准备和患者准备不充分导致的风险。洗胃机压力异常，会影响洗胃效果。压力过大，易损伤胃黏膜;压力过

小，导致洗胃时间延长，吸引胃容物不彻底，导致胃扩张和促进毒物进入小肠。胃管的大小及润滑程度直接影响患者的舒适度，

和对食管、胃黏膜的损伤程度。患者洗胃前身体和心理的准备情况，影响着洗胃风险的高低和配合程度的好坏。例如，患者体位

的摆放和口腔内有无异物的检查，直接影响着洗胃中发生呛咳或窒息的几率。 

  1.2.4.2 洗胃中护理风险的识别 

  (1)因插胃管操作不当引起的风险。如果插管时不顺利，或是胃管插入后固定欠妥导致其滑出，或是患者不予配合，自行拔

出导管，或是患者对胃管刺激敏感，呕吐剧烈导致胃管脱出等原因造成多次下胃管，就会加大因机械性损伤导致食管或胃黏膜出

血的几率。胃管误入气管, 患者可出现躁动不安、紫绀、呛咳和呼吸困难。胃管蜷曲在口腔或咽部，易引起误吸而窒息[4]。 



  (2)出入液体不平衡引发的风险。自动洗胃机每次冲液量约350～500 mL，从理论而言，不容易从口鼻腔中溢出，但实际操作

中由于胃管在胃内的局限性以及胃内容物阻塞等因素，冲入胃内的液体大多数不能被等量抽吸出来，“进胃”几次后胃内就会存

有一定量的液体。这主要是由于以下3个原因导致：①下胃管的长度不当。如胃管侧孔不能全部进入胃内，胃管顶端仅达到贲门

下，胃内液体不能超过各侧孔，导致吸收洗胃液时间长，残留液体多而引起胃内压增高[5]。胃管置入过长可能导致胃管在胃内

屈曲导致吸液不畅[6]。②患者饱餐后洗胃。在洗胃过程中这些残渣可堵塞胃管，致使灌洗液能够顺利进入胃内，却不能完全抽

出，造成胃内容量剧增，压力超出胃壁张力限度而破裂。③操作过程中对患者病情的观察不到位。操作者对患者腹部膨胀等体征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轻者可发现患者胃内容物自口鼻溢出，易导致呛咳，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重者加之胃原发疾患与

胃黏膜损害，有发生胃破裂或胃出血性休克的风险。因为原有的慢性胃病者可使胃壁受压及变形能力下降，在腔内压力升高时容

易破裂[7]，毒物的腐蚀与损害也会降低胃壁的承受力。 

  (3) 洗胃中心跳骤停。胃管的机械刺激也可以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反射性引起心脏骤停。 

  1.2.4.3 洗胃后护理风险的识别 

  (1)虚脱及寒冷反应。王娜等[8]认为：清水洗胃时，短时间内大量清水进入胃肠道，导致水分大量吸收，细胞外液量明显增

加，血浆渗透压下降，水分由细胞外移向细胞内，从而出现稀释性低钾、低钠血症;中毒后出现的恶心、呕吐、禁食丢失了钠和

钾;临床上用利尿剂加速钠、钾的丢失;中毒时机处于应激状态，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异常致水钠潴留，造成稀释性低钠低钾血症。

这些原因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易发生虚脱。但Rudolph[9]的研究证明温暖的清水洗胃不会明显的改变血液细胞浓度和电解质的

浓度。 另外大量的洗胃液带走了患者大量的热能，使患者感到寒冷。 

  (2)医护人员二次污染中毒风险。脂溶性高，挥发性强的毒物，可经过患者呼吸传播出来，或通过呕吐物沾染在身上或地

上。医务人员呼吸病室中的污染空气，接触患者，处理呕吐物，均有可能导致毒物经过呼吸道、黏膜、皮肤等途径进入体内，发

生二次污染中毒事件[10]。美国乔治亚州曾发生过在抢救一名有机磷中毒的患者时，医护人员没有做任何防护准备，结果导致两

名医护人员中毒的事件[11]。 

  1.3 患者及家属方面 

  患者的身体情况决定着对洗胃治疗的承受能力。另外，患者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社会支持度是患者能否配合

洗胃的关键。如果患者强烈拒绝洗胃，并在洗胃中挣扎，将会大大增加洗胃的风险。 

  2 应对措施 

  2.1 医院系统方面 

  在抢救口服中毒这类事件上，医院应建立医院 急诊科 实施抢救的医护人员三级组织，不但可以抢救个体中毒，也可以及

时统筹协调处理集体中毒事件。规章制度完善，各部门、各人员责任职权明确，具有常规的抢救口服中毒的程序流程。洗胃机、

呼吸机、除颤机等抢救仪器应该性能良好，日常保养得当，消毒，防止交叉感染。抢救药物质量合格，数量有保证。实施抢救的

护士需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过关，能够熟练操作，有效预防洗胃过程出现的各种并发症。人员配备应充足合理，以免过度疲

劳，以致影响抢救质量，增加护理风险。 

  2.2 护士方面 

  护士除具备前边所述的各项素质和能力外，也应该熟练掌握洗胃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的应对措施。 

  2.2.1 洗胃前护理风险的应对 

  (1)违反洗胃禁忌证引发的风险应对。对患有食管狭窄、胃十二指肠溃疡、食管或胃静脉曲张等禁忌证的患者和口服强酸强

碱、石油制品的患者，要慎重洗胃。并将风险告知家属，征得家属理解和同意，做好抢救准备。有严重心脏病的患者尽量不洗

胃。对于心脏骤停或呼吸衰竭的患者，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和气管插管，维持其循环和呼吸。基本的生命支持5 min后，先放

掉气管导管套囊气体，左手持直视喉镜暴露声门及食道口，右手持导管钳将涂有石腊油的洗胃管左右轻轻旋转徐徐插入到理想深

度，遇有喉头阻力或抽搐时可静推安定10 mg后继续操作，插管成功后，再次充盈气管套管气囊[3]。 

  (2)洗胃液的配置不当引发的风险应对。根据服用药物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洗胃液，当不知所服何药时，选择温水或温生理盐

水作为洗胃液。洗胃液的温度以37℃为标准，紧急情况下，可以以手背估计水温。 

  (3)洗胃前物品准备和患者准备不充分导致的风险应对。洗胃前根据患者具体体情况，选择型号合适的一次性胃管。检查洗

胃机的功能和吸引力。准备足够的石蜡油，润滑胃管，并在插管过程中注入石蜡油，减少胃管对机体的刺激。 

  检查患者口腔有无异物，呼吸道是否通畅，必要时先将患者口咽部的分泌物吸出来。做好心理护理，对于恐惧洗胃的患者，

医护人员要讲解洗胃的意义和洗胃程序，给患者营造一种安全，信任的氛围，鼓励患者勇敢面对。对于拒绝洗胃的患者，医护人

员要和患者家属一起对其进行心理开导，尽量使其配合治疗。必要时经家属同意签字，进行强行洗胃。 

  2.2.2 洗胃时护理风险的应对 



  (1) 因插胃管操作不当引起的风险应对。方咏梅等[12]研究认为胃管下移到70 cm处胃管顶端可及胃窦部，胃管侧孔全部在胃

内，液流出通畅，缩短洗胃时间，结合逆时针按揉胃脘部，变换体位，有利于洗胃液与胃内容物充分混和，使黏附在胃黏膜上的

毒物容易吸出。插管时用压舌板查看胃管有无盘在口腔。用抽吸胃液的方法和胃部听诊气过水声的方法判断胃管有无在胃内。方

咏梅等[12]将洗胃管插入长度达到55～70 cm时，比插入45～55 cm时更易听到气过水声，此法更易判断胃管的位置。如胃管误入

气管，应立刻拔出。 

  (2) 出入液体不平衡引发的风险应对。金丽萍等[13]的研究证明，自动洗胃机3个循环后按“停机”键，分离胃管和洗胃机，

逆时针按揉上腹部，血压稳定者变换体位，在标记范围内上下移动胃管，并随时补充石蜡油，这种洗胃方法可有效防范洗胃术中

洗胃液自口鼻溢出的现象，同时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对饱餐后服毒意识清醒者应先催吐后洗胃，要采取各种方法，保持胃管通

畅，对于催吐无效和洗胃失败的重症患者必要时可施行开腹手术切开洗胃。洗胃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病情，如突然出现腹痛、腹

胀，胃管内吸出较多血性液体者，应高度警惕胃破裂，此时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检查腹部体征。意识不清者，患者可有躁动，主要

表现为腹胀，进行性加重[7]。 

  (3) 洗胃中心跳停止风险的应对。洗胃中心跳停止的患者，应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进行洗胃。两者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提

高抢救效率[14]。 

  2.2.3 洗胃后护理风险的应对 

  (1)虚脱及寒冷反应的应对。急诊科应常备热水。灌洗液应接近体表温度，防止过热或过凉，对昏迷、危重患者应严密观察

心率、血压，必要时一边插管洗胃，一边建立静脉通道进行抢救[15]。注意患者的保暖。 

  (2) 医务人员二次感染中毒的防护。Stacey等[10]认为，抢救有机磷中毒时，应加强医务人员的防护。救援者穿防护服，戴手

套，戴面具和呼吸装备;抢救室的通风设备应与医院总通风设备分离，以免引起其他科室医务人员和患者的中毒;减少无关人员接

触患者，情况严重时关闭急诊室。应该加强医务人员在抢救中自我防护的意识，对一些挥发性强，脂溶性高的毒物，更要提高警

惕。 

  2.3 患者及家属方面 

  2.3.1 评估患者的基本情况 询问患者或家属有关患者年龄，既往病史、过敏史、所服药物的种类和数量等信息。了解患者有

无胃十二指肠溃疡、肝硬化伴食管、胃静脉曲张等洗胃禁忌证。如不清楚患者所服何药，应请家属携带患者所服药物的容器或残

药来院化验。 

  2.3.2 评估患者的心理精神状态和社会支持度 判断患者是故意服毒还是意外服毒;是否配合洗胃，求生欲望大小;家属支持力

度。如患者强烈拒绝洗胃，经心理开导无效后，应由家属签字同意强制洗胃或放弃洗胃。因强制洗胃易导致患者受损，放弃洗胃

易导致患者病情加重或死亡，为避免日后发生纠纷，从医护人员保护自己的角度出发，医护人员不能擅作主张。 

  3 总结与展望 

  口服中毒在我国有较高的发生率，其治疗的方法和毒物本身都对人体有很大的损害。虽然有很多医护人员不断摸索，不断创

新，以期减少洗胃中的并发症，降低口服中毒的病死率，增加患者在治疗中的舒适度，提高洗胃在口服中毒治疗中的疗效。但洗

胃术的使用仍然存在很多的风险，疗效仍有争议。我们要在学会应对洗胃中各种风险的同时，也要从源头上降低口服中毒的发生

率。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媒体大力宣传正确使用药物的知识，医院和药店更应该在交给患者药物的时候，做好药物保管、服用剂

量，过量后的毒副反应等方面健康教育，降低意外服毒的发生率;加强全民的心理健康治疗，及时给身边情绪低落，思想极端的

人做思想工作，给予心理支持，降低故意服毒率。总之治疗口服中毒疾病，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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