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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危急重皮肤病是指一类危害人民生命健康袁病情严重尧危急并可以致死的皮肤病遥 通过广

大皮肤科医护人员处置此类皮肤病能力的培训尧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的拓展应用袁并在管理上有一套保
障三级医院皮肤科危急重皮肤病救治的强化机制袁构建一个有技术保障尧可操作性较强的管理平台袁
使危急重皮肤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专业诊治袁进一步提高此类皮肤病的抢救成功率遥
关键词院危急重皮肤病曰救治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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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重皮肤病是一类指危害人民生命健康袁病

制度制定尧人员培训尧资料配备等基本措施着手袁打

情严重尧危急并可以致死的皮肤病袁通常有以下三种

造一个皮肤科与内科等其他临床科室在基本知识及

情况院一种是皮肤病本身严重袁如重症狼疮尧大疱性皮

技能方面能够基本平行并无障碍化运行的管理机制

肤病尧重症药疹等曰一种是皮肤病合并其他严重专科

模式袁 为危急重皮肤病能够在最短时间得到专业的

病袁如心衰尧肾衰尧败血症等曰还有一种是在治疗过程

诊治夯实基础袁 进一步提高此类皮肤病的抢救成功

中出现药物等因素引起的严重并发症袁如糖皮质激素

率遥本文结合多年来我院皮肤科病区工作经验袁试对

使用后出现的消化道出血尧恶性高血压尧机会性感染

以上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遥

等遥 近年来随着患者就诊率逐年增加袁病情更加严峻尧
复杂袁如果处置不当会给患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一尧 构建皮肤专科病区医务人员再培训体系

严重的后果袁因此袁必须在管理上建立一套保障三级

渊一冤皮肤专科医师临床基础的再训练

医院皮肤科危急重皮肤病救治的强化机制袁构建一个

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轮转培训后袁 进入二阶段

有技术保障尧可操作性较强的管理平台遥

专科培训的住院医师或低年资主治医师袁 应在皮肤

由于危急重皮肤病的诊治袁牵涉到内科尧外科尧

专科培训的同时注重临床公共三基的再训练遥 我们

儿科尧妇科及影像学尧检验学等诸多临床及医技基础

提倡这部分医师每年应参加内外科等继续医学教育

知识袁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袁皮肤科专科医师需要较长

专题讲座不少于 员园 次袁每年进行 圆 次由内外科专家

时间病区一线工作的积累袁才可能对此类病患的处

参加的公共三基理论和操作考试袁 对于辅助检查及

置做到得心应手遥 而目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的

实验室检查等基础知识袁必须掌握常见心电图判读尧

第二阶段要要
要皮肤专科医师培养方式中注重皮肤专

心电监护机的使用判读尧血气采集及分析尧常见化验

科性袁忽视内科等其他专科基本功训练袁常常由于受

正常值及意义袁对于心衰尧呼衰尧肾衰尧消化道出血尧

训的皮肤科医生内外科等相关知识缺乏造成医疗脱

电解质紊乱尧 糖尿病危象等与皮肤科危急重症息息

节袁如对相关实验室和辅助检查了解不够袁即使有价

相关的急诊处理也应进行重点模拟场景考察遥此外袁

值的阳性结果也视而不见袁从而延误病情曰或对病患

可以定时实施典型病例点评制袁 每月选取既往危急

潜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袁并最终造成严重后果遥 因此

重或死亡病例 员耀圆 例袁邀请相关有经验的内外科医

有必要加强皮肤专科和其他相关专科业务衔接袁从

师参加袁对病例诊疗进行回顾性点评遥切实实行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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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渊员怨苑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宜兴人袁博士袁副主任医师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危重皮肤病的救治遥

第 远 期 总第 缘猿 期
20员圆 年 员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源远怨窑

危重病例的讨论制袁专科培训医师应参加疑难危重

谢性疾病渊如甲亢冤等多角度考虑袁应综合分析袁学会

病的讨论发言遥 另外袁每季度应针对临床基础公共

运用各种现代检查手段袁逐个逐层次排除原因袁因此

知识做读书报告遥 以上密集临床基础训练应至少连

医生必须对相关器械及化验检查熟悉袁 找出原因后

续 猿 年袁通过以上培养袁皮肤科专科医师可以初步具

对症治疗遥

备系统的病区突发急症的处置能力遥 相关培训工作

必须对常见危重皮肤病制定具体成套的诊疗流

应在入科前做好计划袁设立考勤和考核袁切实落实贯

程渊杂韵孕冤遥 此外袁还要对皮肤科病区常见急症处置制

彻袁并有相应的奖惩制约和培训成效量化考核体系遥

定基本的处置办法袁使得患者在急症发生后袁其他专

另外袁可以选送优秀人才到国内外具有优质尧先进条

科医师处置之前袁 可以实施基本和原则性的基本诊

件的病区工作或参观学习袁开拓视野遥

疗活动袁 为抢救患者生命赢得时间袁 如针对心跳骤

渊二冤皮肤科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养

停尧呼吸困难尧胸痛尧腹痛尧出血等常见急症的处理遥

由于皮肤科患者常有表皮剥脱尧糜烂袁有的甚至

由于各地区病种分布不同尧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是全身大面积的皮肤棘层松解袁无法常规静脉给药袁

和医生治疗习惯不同等因素袁 对于危急重皮肤病的

给临床护理及其医嘱实施带来较大的难度袁因此有

诊疗袁亟需建立一套适合于各种医院背景尧设有皮肤

必要在进行皮肤科病区专科医师培养的同时对病区

科病区的工作体系袁 即建立危急重皮肤病现代救治

护士进行专业化培养遥 主要包括皮肤科护理常规训

的病区综合诊疗参考体系遥 具体来说包括医护核心

练袁特别是对不同皮肤损害表现的分类护理遥 同时袁

制度建设落实尧 必需硬件设施的配备和各类危急重

对于皮肤专科护士应加强临床护理三基训练袁以应

皮肤病及常见并发症的处理流程或核心制度的创

对病区急诊处置或抢救遥 另外袁皮肤专科常要求深

建袁后者可以开发成相应软件便于教学和示范遥

静脉置管袁皮肤科护士应掌握相关静脉留置管的护
理和消毒操作遥

特别是对以上分类管理目标的实施必须制定成
套诊疗的流程以供参考袁使此类疾病诊疗规范化袁在

二尧代表性危急重皮肤病规范化
救治的分类管理
危急重皮肤病种类较多袁较具代表性的如系统
性红斑狼疮尧重症皮肌炎尧重症药疹尧大疱性皮肤病尧
重症银屑病及发热伴皮疹等袁以上常见重症皮肤病

试用一阶段后可以再充实尧修改袁以臻完善袁以上措
施必将大大促进皮肤科对常见危急重症的诊疗水
平遥

三尧 现代医学治疗手段在皮肤科
危急重症中的契机

可作为规范化救治的分类管理对象遥 实行分类管理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袁 现代医学诊疗手段层出

的目的袁主要是找出此类疾病通常可能出现的问题袁

不穷袁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袁危急

强化共性化管理遥 下面以重症药疹和发热伴皮疹来

重皮肤病诊疗常和多个其他临床专科存在交叉袁某

说明遥

些其他专科技术或手段随着应用的成熟和适应证的

重症药疹主要包括重症多形红斑尧大疱表皮松

拓展袁目前正逐步在皮肤科得到初步应用袁如造血干

解型药疹尧红皮病型药疹尧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和急

细胞移植治疗红斑狼疮咱圆暂尧血液净化技术治疗银屑病

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 遥 如重症多形红斑和大疱
咱员暂

表皮松解型药疹均可以是皮肤渗出为特点的药物

及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尧生物制剂靶向治疗顽固或重症
皮肤病袁特别是后两者袁可能更具发展潜力和前景遥

疹袁此类药疹在管理上具有共性袁可以合并管理遥 此

比如血液灌流是近年 新兴的一项血液净化技

类药疹治疗以糖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球为主要药物袁

术袁它是将患者的血液引出体外袁通过具有广谱解毒

特别强调丙球对大疱表皮松解型药疹的作用遥 此类

效应的吸附装置清除血液中外源性和内源性毒物袁

患者早期容易出现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袁后期易出

以达到血液净化的一种治疗方法 咱猿暂遥 血液灌流仅在

现感染尧肝肾功能损害等并发症遥

皮肤科寥寥数个病种中得到了极其有限的应用袁与

发热伴皮疹是临床皮肤科常见病情袁因皮疹多

它在内科中的广泛应用形成鲜明对比遥 血液灌流治

形袁常缺乏特异性袁而使得诊疗存在难度遥 通常应从

疗自身免疫性皮肤病的原理是通过血浆灌流去除患

感染渊包括细菌尧病毒尧衣原体尧支原体尧立克次体尧寄

者体内中分子的自身抗体尧同种抗体尧免疫复合物尧

生虫等冤尧自身免疫渊如风湿病袁常见如链球菌感染引

各种淋巴因子及炎症因子尧内源性和外源性毒物等袁

起风湿热尧系统性红斑狼疮尧混合结缔组织病尧成人

迅速降低体内致病因子袁 阻断抗原抗体反应和各种

杂贼蚤造造 病等冤尧变态反应如药物疹尧肿瘤渊如淋巴瘤冤尧代

炎性反应袁 从而解除或减轻对患者的致病作用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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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免疫吸附剂清除有害物质遥 当前袁血液灌流已经

累及系统的经典皮肤病的研究袁 可以进一步切实提

用于重型药疹尧天疱疮尧系统性红斑狼疮尧皮肌炎尧银

高医疗质量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宗旨遥当

袁有望成为一项皮

然袁 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是此类患者救治的可靠保

肤科重要的常规治疗手段遥 因此袁其他专科及本专

障遥皮肤专科的诊疗活动必需依靠大内科尧大外科的

科新技术尧新药的拓展可以为提高皮肤科危急重症

专科指导遥在上级管理部门的协调下袁保障救治平台

救治水平带来契机遥

的正常运行遥

屑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救治

四尧结

咱源原缘暂

此外袁 本文提出的相关观点尚可以外延至耳鼻

语

喉科尧眼科等其他非直属内外科系统的临床专科袁相

由于皮肤科多数为常见病并非直接威胁患者生
命袁因此皮肤科的临床地位往往容易受到忽视遥 危

信对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各专科医师培训
之路亦有所裨益遥

急重皮肤病是皮肤科病种中惟一性命攸关的部分袁
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的威胁巨大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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