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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应该怎样与患儿及其家属交流？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关于如何与患儿进行交流，你知道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即使你还没有孩子，但仍可

以从你童年的经历中得到一些经验。 

l 医生与护士要着重培养与患儿家属进行沟通的能力，特别是非语言交流。这些技能很容

易被应用在儿童舒缓治疗领域。 

l 许多事情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作为医生或护士，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去帮

助那些无助的患者。 

l 如果没有适当的系统和结构支持，处理死亡的患儿很恐怖，而且在情感上令人心力交猝，

但是处理恰当，你就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l 高质量的儿童舒缓治疗需要高质量的团队，因为做起来要比听起来难很多。 

 

你可能会发现有用 

 

聆听 

在医生和护士工作的各个领域，良好的沟通本质上就是深度倾听，有时从聆听中你能发

现患儿所不愿表达的一些情感。儿童也许永远不会说他们哪里不舒服或者他们在想什么。 

 

儿童是怎样交流的？ 

 

l 肢体语言：儿童往往很容易被读懂，但有时也可以欺骗到你。他们是你肢体语言的优秀

解读者，所以你一定要意识到你向孩子表达的肢体语言是开放、友好以及轻松的。 

l 游戏语言：儿童经常是向你展示而不是向你诉说他们的生活。准备一些游戏素材在手边，

抽出一些时间，静静的坐在孩子身边，尽量把孩子的兴趣吸引过来。 



 

  7 

l 言语：言语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第一语言，即便再大一点的孩子也许更喜欢其他

的表达方式。想象一下，如果交流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讲着不

同的语言，你就需要先滤掉一些专业术语和一些预设的前提。对于年龄更大一些的孩子，

如果他们说自己的母语，而你的第一语言和他们不同，这时你就需要一个翻译。 

 

为什么交流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如此重要？ 

 

l 通过倾听和回应，我们可能会发现孩子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提

供一些信息，安慰和理解来帮助他们。 

l 不谈论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交流：“回避”本身就是一种信息。 

l 孩子和家长往往会互相保护而避免讨论一些艰难的决定，所以孩子有时会变得情感隔离。 

l 良好的沟通可以帮助孩子成为自我护理管理者中的一员，从而提高治疗的依从性。 

l 良好的沟通也会减少护理方面的投诉或不满。 

l 与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开放式的交流可能提高你的专业工作的满意度。 

l （当然）沟通有助于我们征集有用信息，以便我们可以诊断出问题，并制定良好的护理

管理计划。 

 

与孩子进行良好沟通的障碍有哪些？ 

 

社会因素：在资源丰富的社会，儿童死亡非常少见，而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儿童死亡

仍然非常常见。在儿童死亡罕见的地域，人们可能缺乏经验，害怕处理死亡或有一些不切实

际的期望。 然而，另一方面，在儿童死亡常见的地域，人们可能对它已经发生了“免疫”，

所以能有效地、灵活地去处理它。 

 

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在我们认识健康、疾病和死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让我

们带上文化的“眼罩”，扭曲我们的世界观，也可以让我们懂得尊重和考虑他人的文化世界观。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当心”，我们常常以为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然而部分事实是，不管“父母”的文化背景怎样，“儿童世界”是一个非常有别于 “成人世

界”的地方。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不仅仅是对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的礼貌，（尽管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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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它同样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文化因素会影响父母及专家的思考和行为，对孩子

如何经历死亡和临终有着深远影响。 

 

语言因素：语言障碍会给我们有效地交流制造困难。家属、患儿和健康保健专业人士都

能够明白你讲的内容十分重要。如果想要准确的解释，一个翻译可能是必须的。 

 

患者因素：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可能很少报告问题，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因

为他们害怕给照顾他们的人带来负担，或者是因为他们希望能表现出很坚强。通常儿童很少

主动说出他们的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去医院和/或害怕疼痛，有一部分是因为他

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活，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这些困境会让他们的父母不开心，这是

他们不想要看到的。 

 

作出假设：我们常常会对孩子做出一些不安全的假设，例如，假设孩子处于癌症晚期，

就担心他们生命结束时的痛苦，还担心他们死后虫子会吃他们的身体。诚实、公开的沟通应

该有助于避免作出假设。 

 

疏远：关爱一个时刻提醒你痛苦(也可能是记忆)的人是很困难的，所以，专业人员有时

会避免照顾这类患者或避免进行一些艰难的对话。 

 

担心给孩子带来沮丧会伤害他们：生活条件受限制的儿童通常知道的要比家长和专业

人士想象的多，没有证据表明让孩子了解更多会带给他们长期的伤害。试图在尊重父母的意

见和使儿童获得 大利益之间维持平衡，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确是 CPC 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父母串通隐瞒孩子或者在孩子面前进行伪装往往可能导致孩子在毫不知情或未来

得及表达自己顾虑、想法和期望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像这样“封锁”孩子，实际上对孩子

的伤害非常大，也使得 CPC 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害怕激起强烈情绪：当我们处理孩子的死亡时，经常会出现诸如愤怒，哭泣，拒绝和抑

郁的情感和反应。我们大多数人不喜欢接收这些情感，因此会自然地尽量避免它们。但给予

家人和孩子一些空间、时间和机会去表达这些感情是非常重要的。 

觉得缺乏技巧：你可能会觉得你应该使用更多的技巧，但其实与孩子谈论一些难以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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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棘手问题不一定会伤害他们，并且是值得鼓励的。即便你不能带走痛苦，有时只是简单地

倾听或在孩子疼痛以及痛苦的时候和他们呆在一起，就可以很好地抚慰他们，。 

 

感同身受的痛苦：我们都害怕生病和死亡，且都遭受过失去的痛苦。我们被教导要保持

专业的水准，如果我们对恐惧失去了控制，那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成了交流中很大的阻碍。 

 

害怕会束手无策：你可能会觉得，你应该能治愈或者解决患者的痛苦，如果做不到，就

会觉得自己太失败了。然而一开始就对生死有解决办法才是真正的神话思维。虽然你无法避

免死亡，但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帮助他们。 

 

我该如何去与孩子沟通？ 

 

即便你没有说话，也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任何东西，记住非语言沟通的力量。如果您或

家人正在避免一些棘手的问题，请记住孩子可能已经了解到出现了一些糟糕或者恐怖的状

况。试着去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花时间：古语言：“欲速则不达”。 试问自己：我是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翻译，还是一个

家庭成员或者朋友？这是对的环境吗？我会受到干扰吗？告诉你的同事，你暂时失联一下，

将手机关机交给同事，坐下来，放松自己的身体，打开你的表情。让孩子知道他现在是你唯

一优先选择的对象。 

 

连接：用一个开放和友好的态度，花点时间，握手，介绍大家，说明你的角色，给孩子和家

长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看看自己：当你有两英尺（0.6 米）高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世界的样子。在熙熙

攘攘的成人世界中，试着坐下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你可能看起来严肃吓人。所以微笑，

让自己变小，降低到他们的高度，蹲下来，避免剧烈、快速、可怕的动作。留意你自己的感

情（包括呼吸）有时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关注孩子和家长（留心的一种形式）。 

 

尊重空间：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等待，直到他们来找你，或者至少邀请你。不要随便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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颊、打胳膊、拍头或弄乱他们的头发。触摸：一旦他们允许你靠近，他们就可能接受你的触

摸，也可能一些孩子不能容忍。但问题是你迟早要检查孩子，所以你需要打破冰面。温柔的

触摸手或手臂对于孩子来说意义重大。 

 

给孩子创造友好的环境：你的墙上有一些严重疾病的图片吗？把它们取下来，用一些柔和舒

缓的图画代替。色彩明亮的房子会让孩子觉得更加舒适和轻松。也许 好让孩子们看到你自

己画的一些图片或你自己制作的一些模型。有正在运行的可怕仪器或设备吗？在你的房间

里，有没有玩具或蜡笔？ 

 

确保孩子的舒适：保证孩子是舒适的（例如趴在妈妈的膝盖上、在地板上玩玩具、在床上等）。 

她需要躺在沙发上或在妈妈腿上进行检查吗？ 如果孩子玩的正愉快，在地板上进行检查可

以吗？ 

 

经常支持和赞扬：抓住每一个赞美他们的机会，经常说“干得好”或“好女孩”，哪怕仅仅

是因为她进入你的房间时没有哭泣。你给孩子的信心越多，他们就会更多的与你合作。拥有

像贴纸或棒棒糖类似的东西非常有用，可以奖励给表现好的孩子，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 

 

解释你在干什么：如果你要进行一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检查，你要对他们解释你在干

什么。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分散注意力，或应用一些药物预防这种痛苦。不管

你做什么，不要试图告诉他们这没有痛苦，因为如果这样做，他们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也会

对接下来给他们治疗的专家产生害怕的情绪。 

 

尊重：避免居高临下，品头论足，严厉或粗暴，尤其是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倾听并尽可能完

成他们的要求，但不要承诺你不能完成的事，一定要对你说的话负责。问一下年龄大的孩子，

在你们谈话或者进行检查的时候，他们想不想要有人陪着他们。不要打断他们，让他们说话

直到他们说完了他们想说的话。对于青春期女性来说， 好有一位女性陪伴。 

 

避免假设：通常要通过问问题去回应孩子的问题以便理解问题背后的意义。例如，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要死了？”你可能会问“是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或者类似的问题。

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因为你之前处理过类似的情况，就认为这个孩子也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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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 

 

一展身手：如果你搞砸了，千万不要放弃。如果你足够用心，你就能重拾融洽的关系。说对

不起，请求他们给予你第二次机会，告诉孩子你尊重他们，甚至可能让你比开始时的处境更

好。儿童通常是很宽容的，可能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只要他

们信任你，知道你在做 大的努力。 

 

其他有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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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怎样把坏消息告知儿童及其家属 

你可能已经知道的 

 

l 告知坏消息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不管是对小孩还是成人。 

l 心理防守机制对我们处理和传达悲伤信息的能力具有深远影响。 

l 医生和护士必须处理很多潜在的悲伤信息，而且通常能非常负责地判断如何做到 好。 

l 人们通常可以自己意识到他们将要死了或者他们的小孩将要死了，只是在他们意识到的

事情发生时，他们需要温和而持续的支持。 

 

你可能认为有用 

 

l 当每个人都意识到问题并且进行交流时，舒缓治疗会更容易，更有效而且更易获得支持。 

l 在实践中，事情往往很难达到 佳状况。 

l 当一个小孩死亡时，小孩和家人有两种经历：身体上的死亡经历和感情上的死亡经历。 

l 只要感情经历没有太多滞后于身体经历，我们通常不需要推动小孩和家属意识到死亡。

你有时间去尝试并建立信任和沟通。 

l 不过，有时候感情经历会落后太多，导致我们无法做出有效的计划或决定。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小孩们会有不必要的痛苦。 

l 有时候我们的同事封锁了信息，并不是出于坏的意图，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一旦发生这种状况，我们会发现自己被困于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中。 

l 有时候，我们宁愿快点把小孩的诊断情况告诉家属，理想情况下也告诉小孩。 

l 医生和护士对披露信息的恐惧，虽然完全可以理解，但确实无可争辩的成为 CPC 在世

界范围内做的如此糟糕的 大原因（至少在我的经历中如此）。 

l 所以确实需要做到这一点。 

 

告知坏消息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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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应该开放诚实的与父母交流。 

l 父母在照顾他们的小孩时是公认的专家。 

l 在一个私密的地方分享重大消息。 

l 专业人员可以花很多时间与家属分享消息和讨论其意义。 

l 给父母一个机会去一同听取消息。建议和解释都应该有助于支持家属。 

l 分享消息应该用清楚的、非专业性的、易于理解的语言。 

l 专业人士和家庭之间应该有开放式交流。 

l 应给予家长时间去选择护理方式并提出问题。 

l 告知重要消息应该书面备案，因为小孩和家属可能由于受打击和压力而忘记所说过的话。 

 

告知坏消息的 8 个步骤 

 

实际上告知消息是有困难的，这里是在此过程中能帮到你的一些关键步骤： 

1. 为告知重要消息做准备。 

2. 评估每个涉事者的认知度。 

3. 了解清楚小孩和家属知道多少。 

4. 了解清楚小孩和家属想知道多少。 

5. 允许有沉默的时间。 

6. 处理好否认和串通。 

7. 依照“警告-暂停-检查”方式告知消息。 

8. 回应小孩和家属的感情。 

9. 计划并坚持到底。 

 

1. 为告知重要消息做好准备 

l 你应该提前做好自身准备。确保你已经得到并掌握迄今为止一切有关患者状况和日程管

理的信息。 

l 提前预测你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你可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去提问。 

l 提前练习说短语和句子。不要仅仅在脑子里想，而要实实在在去练习， 好是对着一个

镜子，这样讲给家属时会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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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告知消息的地点做个计划，确保那是一个放松的环境，可以给予家属充分的隐私，并

保证合适的人在场。 

l 如果你预计不同的家属成员对状况了解的程度不同，或者处理状况的方式非常不同，那

可能需要跟他们分开见面。不过，要保证你能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搞定所有主要决策者，

否则你就需要承担引起紧张和冲突的风险。 

l 小孩不一定适合在场。对于很小的孩子，通常情况下父母会要求首先把消息告知他们，

然后再由他们参与告知小孩。 

l 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理想情况下应该在合适的地方进行公开披露和讨论，但是每个地方的

父母们对于什么信息能告知小孩的否决权权限范围不同，不同的参与者也会有不同的意

见。 

 

2. 评估每个涉事者的知晓程度 

当小孩和家属收到可能会威胁生命的诊断时，他们可能会处于四种不同的“知晓状态”中： 

 

l 完全未知晓：小孩并不知道该诊断，知道的人对他隐瞒了。 

l 怀疑性知晓：小孩怀疑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对，但并不能确定。 

l 相互掩饰：小孩，家属和健康工作者都知道，但没人谈论它。 

l 公开知晓：每个人都知道并已经公开了。 

 

公开知晓 为理想，因为可以把担心和关注点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便于协商并形成一致

意见，让小孩和家属感觉到事情在控制之中。 

孩子，家属和专业人员经常处在不同的知晓状态中，或者处于“相互掩饰”中，这通常是

由于真相太令人沮丧或者难以处理。 

一般来说 好能让每个人都在合适的时间公开知晓，封闭的交流会增加孩子遭受痛苦的

风险（比如说，孩子被孤立并很焦虑，或者事情发展太快，使得交流对于计划、准备和适应

至关重要），这时你就需要介入（参见下面的“处理拒绝和串通”）。 

 

3. 了解清楚患儿和家属知道多少 

尝试了解清楚每个人知道多少。单独询问每一个人，防止其他人打断或干扰。让他们能

畅所欲言，表达出真实想法。在他们讲话时，回想下他们之前所说的话，确保你能准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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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的情况。 

 

4. 了解清楚患儿和家属想知道多少 

首先你要了解清楚小孩和家属成员对负面信息的拒绝程度，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如果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先暂且回避稍后再讨论。不要在他们不想听的时候强硬告诉他们不好

的消息。 

 

5. 处理拒绝和串通 

这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一种艺术，因此没有清晰明了、普遍适用的答案。你需要去权

衡对方拒绝相信所带来的利害关系。若是因为爱（而非控制）而拒绝相信，那么这种情况会

随着情况的发展和人们的逐步适应而消除。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等待事情自然发生即可。如

果情况快速恶化，没有时间去等待，或者小孩明显由于串通或拒绝感到被孤立而变得心烦意

乱，你需要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避免别人因此受到伤害。你也要让他

们知道在沟通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无意间伤害到他们的孩子。孩子可以读懂非语言行

为和其他人的情感，并且可以快速地觉察出成年人的紧张和压力。  

 

6. 用 WPC 分块法披露信息 

WPC 分块法是个简单而有效的好办法。先在心里把要披露的信息分成几块，在生命受

限的情况下，以下几个“信息块”是需要提供给小孩和家属的： 

l 他或她会死去。 

l 他或她会很快死去，或者会有缓慢恶化、复杂护理的长期状况。 

l 若不能小心处理，他或她可能会出现难受的症状。 

l 如果上述这些情况突然发生，家属要知道如何处理。 

 

很少有人一次需要用到上述所有的 “信息块”。人们在经过一个特定的痛苦阶段后会自

动断联，并停止倾听。你可能想一次性把所有重要消息和需要做的全部告诉他们，这个可以

理解，但是有时候不太管用。 

WPC 分块法 

判断你会尝试与他们分享哪些信息块。 

l 提醒：这会给他们机会做好准备，帮助他们了解困难信息。 



 

  16 

l 暂停：给他们机会决定是否要继续听下去。如果他们同意（无论是否在口头上），就要

继续并分享第一个信息块。 

l 核实：询问他们是否明白，是否需要更正或强化这些信息。这能让你确保他们理解了你

的提供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记在了脑子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在受到心理创伤

时经常会记不清发生过的事情和说过的话。 

l 判断他们是否准备继续听下去，如果是，就用相同的方法继续告知下一个信息块。 

l 在整个过程中都要把信息记录下来以供今后使用。 

 

7. 对小孩和家属的感情进行回应 

这时候可以坐下来等待小孩和家属的反应。不管他们什么反应，你都应当保持平静。如

果你开始激动或害怕，尽力不要慌乱。只要你不将状况激化，情绪就会慢慢退去。在语言以

外的交流中，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温和有礼（即使你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

反应是什么，你都要去认可。你可以这么说，“发完火/伤心过就好了”或者“听到这样的消息，

很多人都会难过的无法言语”。 

这些反应出现后，你应该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出现下列四件事中的一件： 

1. 没有更多需要告知的消息了。 

2.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知道的够多了。 

3. 你觉得他们已经停止了倾听和接纳。 

4. 你觉得自己不能继续做下去了（这无可厚非，只要你确认你会另行安排）。 

 

8. 计划并坚持到底 

一旦所有的信息都披露了，你要给予每个人做出反应和表达自己感情的时间；你认可过

他们之后，就可以从倾听模式转变为稍微活跃的模式。要开始寻求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意

见和建议，并为各种困难和问题商讨护理方案。你要给他们提供书面信息和材料，便于他们

带走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阅读。无论你怎么做，都要确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家属能联系到你

或你的同事。保证他们手里有你的联系方式，能让他们这段时间感觉舒适且受到支持。 

 

其他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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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我该如何处理强烈情绪和困难问题？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情绪反应是在生命受限或生命受威胁的状况下生活的一部分。 

l 作为一名医生或护士，你已习惯于面对困难和难以回答的问题。 

l 作为一名医生或护士，你要去医治你能医治的病患并帮助患者接受你的无能为力。 

l 你已习惯帮助患者处理问题。 

l 你已习惯于使用各种行动上或语言上的方式去促进沟通交流。 

l 保持你自己的健康是你对于患者、家人及自身的责任。 

 

你觉得有用的 

 

处理强烈情绪 

当小孩和家属表现出发怒、深深的悲伤以及其他强烈情绪时，会使人感到非常恐惧和痛

苦。不过当小孩被诊断为需要姑息治疗时，这些反应很正常、恰当且有益于情感宣泄。你需

要记住的 重要的事情是，有时这些感情宣泄似乎是针对你的，但实际上只是针对当时的情

况。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强烈的情绪包围时，你要记住没有人能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你 应

该做的事情是这些： 

l 保证你处于安全环境中，需要时可以离开。 

l 以开放的姿态陪着他们，并尽自己所能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感受。 

l 深沉而缓慢地呼吸。 

l 倾听。 

l 别打断或争辩。 

l 一旦情绪消退，小心地回顾下，确认你所听到的，以确保你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容。 

l 要支持家属任何可能的正常合理情绪。 

l 约定再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小孩或家属不想再见面，要保证他们能在你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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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你。 

l 任何情绪化的讨论过后都要保证把你的感情诉说给其他人。 

 

处理困难问题 

 

小孩们会在不恰当的时候询问问题，而且通常都比较直接。小孩们的问题可能会非常尖

锐，直达要害。在你几乎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会问一些狡黠的问题。 

 

不过小孩提出问题也是信任的表现，如果一个小孩准备在他们关心和担心的问题上信任

你，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做一些非常有益和有价值的事情，让他们的思想放松并

帮助其从容面对死亡。这里有几个提示可以帮助你处理大部分情况： 

 

用另一个问题去回答当前的问题，直至你处于有利的位置。比如说，如果一个濒死的小

孩问：“我会怎么样？”，不要直接谈死亡和来世，他们可能的确想讨论这些，但这有些世俗，

要用你自己的问题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比如这样说：“这是个好问题，但是在我回答之前，

你认为你会发生什么？”有一次我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想我可能会错过晚餐，因为我要等我

的药过来”。 

 

不要用你的问题来逃避回答孩子的问题：他们会知道这一点并对你失去信任。 

 

用适合小孩年龄的清晰语言：不要使用行业术语。要记住孩子们可能甚至不知道一些基

本的解剖学单词，比如“胸腔”。 

 

不要使用隐喻和委婉语：成年人会使用很多委婉语和抽象概念去谈论死亡和来世，但是

抽象的或宗教式的语言却会令儿童感到迷惑和沮丧。如果你把死亡描述为“睡觉”，就不要在

小孩子拒绝上床睡觉或担心自己不会醒来时感到惊讶。如果你问小孩，想不想要看他哥哥

（或弟弟）的身体，他会疑惑为什么只是看身体，而不能看头。如果你告诉孩子，他的妈妈

到了天堂，他可能会担心妈妈不来看望他或不给他写信。使用清楚简单的语言跟小孩交流是

非常重要的，这会便于他们理解，也与他们的年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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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问给出简洁、清楚、诚实的答案：如果你和一个小孩谈论死亡，一定要完全诚实。

除非孩子们已经找遍了所有可能的答案（特别是通过其它孩子、电视、书籍、网络、偷听大

人谈话以及想象），否则他们是不会向成人询问这个问题的。只有出现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时，

孩子才可能询问这个问题。第一，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想确定一下。第二，他们对可

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想让你解释一下。无论哪种情况，你都要诚实、清楚、直接地跟他

们交流。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会给他们带来困惑和担心。 

 

解释后进行回顾：一旦你结束了谈话，你要让他们重复你刚刚讲过的内容。有时孩子经

常性的理解错误令我们吃惊，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我们让孩子有了经常性的错误理解。 

 

准备好说你不知道：孩子们生活在他们不是很明白的世界里，因此，他们面对未知答案

的事物时，比成年人要更坦然。与普遍观念相反的是，小孩们并不期待从大人那里知道所有

的事情（尽管孩子们看起来从来没有停止过问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直接这么说。告

诉他们你会尽力找寻答案，或者你会尽可能告诉他们你所知道的，这样你会获得他们的信任。

如果你帮助他们找到了答案，那你会赢得他们很大的感激。 后你会更加接近他们，也会取

得他们更多的合作和信任，这两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要相信精神信念能带来希望，因此你

要在口头上坚信你的个人信念，同时也要在治疗中正确对待临床情况。 

不要害怕表露情绪，但如果你已经表露了，要保证你可以对此作出解释：总的来说，只

要孩子们理解为什么会有情绪，且这些情绪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产生的，孩子们就

会熟悉这种情绪，并且在面对情绪时，也不会觉得不自在。在会诊时，如果有人（包括你自

己在内）变得十分沮丧，你一定要花时间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很沮丧，并且跟孩子确认他们没

有做错什么或者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其他有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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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如何评估和处理孩子和家属的所有需求？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许多医生和护士(尽管并非全部)，习惯于把患者当成是多学科联合监管的个体。 

l 许多不同因素共同作用一起影响生活质量。 

l 儿童有继续发育、教育、认知和依赖的需求，而大部分成人则没有这种需求。 

l 直面问题的根本只是良好实践的一半，要做出改变，就需要去处理这些问题。 

l 舒缓治疗计划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孩子、家属和其他相关人员交流沟通的过程。 

l 良好的治疗计划包括对具体而现实的管理对象进行说明并达成一致，包括应急计划

和对适当复诊和回归家庭的安排。 

 

你可能已经发现有用的 

 

如果世界范围内舒缓治疗贫乏的 主要原因是专业人士不愿意承认即将到来的死亡且

不愿告知噩耗，那么第二大可能的原因则是专业人员和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协调和团队合作。 

 

因此，如果你认为这章看起来有点无聊，想跳过它，请不要这样做。     

             

评估和计划治疗 

 

良好的儿童舒缓治疗计划是抱 大的希望，做 坏的打算。如果没有全面的评估和一致

认可的实用治疗计划，不可能为儿童提供良好的舒缓治疗计划。众所周知，专业人员经常拖

延对困难问题的讨论和制定治疗计划，直到为时过晚，为此儿童和家庭要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或者在医院度过他们 后的时光，而不是在他们 想待的家里。 

多机构的共同合作十分重要。在起始阶段，试图与家庭和同事建立共同合作模式往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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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如人意，并且耗费时间，尽管如此，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全面合作的框架内开展工作

尤为重要。 

 

需求评估和制定计划概述 

 

一旦给出诊断，就应该马上开始评估需求并制定舒缓计划，并且持续跟进，不断重新评

估。要做到有备无患，不要等到危机发生时再去处理它：如果做好 坏的准备，很多危机是

可以避免的。 

 

理想的评估和舒缓治疗计划应该是一个多机构、多学科合作的过程，参与者包括护理团

队（包括你自己），孩子，直系亲属，其他家庭成员或者还有决定权的法定服务机构、社区、

或与孩子治疗相关的志愿者或机构。 好在家中，给家庭和尽可能多的相关人员安排一个讨

论会。评估可能不能在一次讨论会中全部完成，评估应该被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

一个单一事件，这取决于每个家庭的需求，可能耗费数天甚至数周。 

 

The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Care Pathway4 就需求评估描述了几点重要目标： 

l 一旦给出诊断或认识到疾病，儿童和家庭应该尽早评估他们的需求。 

l 应该使用全面多机构方法以避免多重评估。 

l 需求评估应该回归家庭。 

l 孩子和年轻人应该受到关注并且参与这项进程。 

l 应该尊重他的个性和种族。 

l 应该系统的收集并记录信息，以保证其连贯性。 

l 应该使用直接的，非专业的语言。 

l 应该解决保密性和知情同意的问题。 

l 家属应该了解收集到的评估信息。 

l 领导角色应该非常明确。 

l 做需求评估需要有恰当的技能和知识。 

 

理论上，评估和治疗计划并不难： 

l 进行全盘需求评估：详细列出孩子（理想的话，每个家庭成员）生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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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精神上的需求。 

l 基于需求评估，按优先顺序列个问题清单。 

l 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且达成一致计划。 

l 制定多机构治疗计划。 

l 包含整个家庭。 

l 确认下次复诊的时间。 

 

但是在实践中，事情非常复杂 

l 儿童舒缓治疗包括认知，评估和处理，包括生理、心理、社交和精神方面的综

合问题。因此问题列表一般都很长并且很复杂，要求条理清晰、清楚明了并且

具体到每日的治疗方案。 

l 我们倾向于只看到我们感觉自信和能胜任的问题，而忽视那些我们不能胜任的。

因此，医生的需求评估经常聚焦于医学问题和药物治疗，教师会着眼于教育需

求，而牧师则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但是儿童有所有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要

做的更好就意味着要跳出我们的舒适区。 

l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做决定往往很困难；这涉及到对预后的讨论，不同治疗方案

的利与弊、家庭动态的影响以及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影响。 

l 如何提供有质量的生活是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很难就此达成共识。 

l 孩子、家庭、或专业人员的诸如内疚、害怕、拒绝、逃避、串通的问题会让我

们很难列出真正的问题清单并制定治疗计划。 

l 每个孩子的需求是随着时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和他们处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这些变化着的需求常常需要许多不同专业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的投入，因此可

能会出现困惑和沟通不畅的情况。 

l 青少年、年轻人的需求和年幼的孩子的需求是不同的，应该进行相应的考虑。

他们情感需求可能更精确，并且他们会有一些其他问题，如身体形象需求，性

需求，独立和生活目标需求。 

l 每一例都要有连贯的治疗记录以供医疗小组成员随时查阅。对于一些人手短缺，

资源匮乏的健康管理系统和机构来说，在不同机构（法定机构和志愿机构）和

环境（医院、收容所、学校、缓解中心、家）中工作，这的确是个挑战。 

l 实际上，让关心孩子的所有人在一个时间点聚集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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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进行牵头协调，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要么谁也不负责，让孩子和这个

家庭会感觉生活在真空中；要么每个人都试着去负责，届时过多的医护人员和

评估、处理计划会压垮这个家庭。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原本平静、紧密和安心的

过程，会变得支离破碎的，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一经诊断就确定一名关键

工作人员和牵头专家多么重要。 

 

我应该成为一名关键工作人员或者牵头专家吗？  

 

如果是在现实病例中问你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是”，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协调的必要

性和沟通协调者的缺乏。至少，如果你自己不能做，那么你就有责任帮助这个孩子和家庭找

一个能做这件事的人。 

一名关键工作人员或一名牵头专家负责协调儿童的全方位护理，协调并与所有专业人员

和相关机构保持联络，并在家庭沟通中占主要位置。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做所有事情，而是意

味着你得保证这些事情能做到。 

在多学科社区团队中，关键工作人员经常是社区儿童护士或多学科社区团队中的专业人

员。一个理想的牵头专家现在和将来都需和患者家庭保持长期联系，为他们诊断，提供护理

计划技巧，为患者提供网上护理指导并对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有足够影响，可以提供服务场

地和人员以支持全过程。实际上，在实践中，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是不容易实现的，

但 关键的是要有牵头人。 

   那为什么不是你呢？ 

 

评估过程和内容 

 

医生和护士的主要工作是探索疾病如何影响患者的整个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状态。

然而，在孩子们的舒缓治疗过程中，你可能需要些更加系统化的提问，来评估那些你无法解

决的事情。 

 

下面是一些提示，以帮助你进行评估： 

•解释评估过程,阐述谁将会参与、参与目的以及将会发生什么。 

•让孩子处在合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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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评估过程的 佳方式是，让孩子和家属就他们“典型的一天”进行描述，准确详

细地讲述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会给你提供丰富的信息，同时可以帮助儿童和家庭建立自

信、克服羞怯，并且与你建立信任。 

•一旦信任建立，家属会与你共同讨论他们的想法、顾虑以及有关病情和预后的期望。

这将帮助你理解和优先考虑他们的问题。 

•看一看 The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Care Pathway 是如何通过系统地了解儿童和家庭的

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找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问题。 

 

评估应涵盖整个家庭的需求，包括父亲、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孩子特别需要的人。所收

集的信息包括儿童和家庭的真实情况、家庭相关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详细资料、医疗信

息、孩子的特殊技能、护理需求和个人生活自理需求、情感需求、教育需求和家庭环境. 

 

下表列出了进行需求评估时应该考虑的方方面面。 

 

家庭 

•信息 - 护理选择 

•财务/福利咨询 

•情感需求 

•兄弟姐妹的幸福状况 

•家庭功能 

•短期的休闲旅行 

•生活质量 

•翻译需求 

•精神，文化和宗教需求 

•转介到成人医院的服务 

•遗传咨询 

•专业人员的联系信息 

 

儿童或青少年 

•症状和疼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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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护理需求 

•治疗方法 

•情感需求 

•信息需求 

•舒缓 

•教育 

•休闲/娱乐 

•生活质量 

•护理支持 

•精神，文化和宗教需求 

•转介到成人医院的服务 

•独立生活需求 

•（常规/紧急）随访 

 

环境 

•护理地点 

•适应性 

•风险评估 

•家庭评估 

•设备需求 

•交通工具需求 

•学校/学院/大学 

 

其他有用的资源 

 

•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03) Guide to the Assessment of Children with Life-limit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Families. Bristo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09. A Gui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3rd  

Edition. Bristo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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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04)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Multi-agency Care 

 Pathways for Children with Life-threatening and Life-limiting Conditions. Bristo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09) A Family Companion to the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care pathway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act.org.uk/page.asp?section=118&sectionTitle=Family+companion+to+the+Together for Short  

Lives+care+pathway>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National framework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Continuing Care.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dh.gov.uk/en/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ublications/ 

PublicationsPolicyAndGuidance/DH 114784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9) Early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of needs and intervention - The 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 (CAF)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standard/publicationDetail/Page1/IW91/0709> 

•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2009) Getting it Right for Every Child in Scotland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scotland.gov.uk/Topics/People/Young-People/childrensservices/girfec/programme-overview/Q/edit 

mode/on/forceupdat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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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如何管理艾滋病毒携带者及艾滋

病患儿？  
 
你可能已经知道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仍是导致世界上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 

•舒缓治疗在缓解疼痛症状中发挥重要作用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引起的症状与其他疾病症状使用的是相同的管理机制 

 

你可能不知道 

 

•即使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s）的时代，治疗有时会失败，然而更多的时候是无法

治疗或负担不起，所以舒缓治疗仍然是 HIV 病毒/艾滋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是一种多系统，多器官疾病。HIV 病毒引起病理改变的方式有两种：

通过抑制免疫系统引起，也可以通过直接感染和损害器官和系统而导致（例如，HIV 脑病和

神经系统疾病、HIV 肠道疾病、心肌病、肾病、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LIP）、慢性肺心

病） 

•尽管艾滋病的疼痛高发，然而对于儿童艾滋病的疼痛诊断及治疗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认

识。 

•重要的是要找出引发艾滋病毒阳性患儿疼痛和症状的机会性感染 

•症状可能是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副作用所致 

•患儿作为家里唯一被关注者，遭受辍学和休学，染上陋习的风险增加，同时要遭受精

神、心理和社会的压力。 

•艾滋病不只是影响受感染的儿童。世界上数以百万的孩子，由于父母感染艾滋病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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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成为孤儿，甚至被遗弃在极度贫困地区。 

•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儿童的舒缓治疗专家，但你确实需要知

道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副作用和相互作用，这对目前的舒缓治疗环境意义重大。 

 

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儿在儿童舒缓治疗中会面临怎样的特殊挑战？ 

 
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儿面临着与其他患有致命疾病的儿童相同的挑战，但也有一

些特殊的挑战： 

•多样化的症状 

•医务人员在儿童艾滋病舒缓治疗和管理方面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能 

•缺乏政府、医疗和教育系统的特殊政策 

•疾病的症状和临床表现随着疾病的进展迅速变化 

•逆转录病毒治疗和抗结核治疗的易变性 

•儿童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率高（往往是由于依从性差） 

•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副作用致病率较高 

•由于各种社会和文化原因，患儿家庭拒绝参与艾滋病治疗服务 

•缺乏识别、监测、治疗和随访资源 

•基础设施的严重薄弱限制了健康设施、药品、支持和其他治疗的供给 

•慢性疾病期的延长，使治疗和管理愈加复杂和昂贵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药物毒性广泛  

•不同药物在有效性和毒性方面的竞争导致了做出维持或终止治疗决定的复杂性 

•出现合并症（例如肝炎、慢性精神疾病）  

•儿童免疫重建疾病的发展起步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特别是在艾滋病毒的后期阶段  

•艾滋病污名造成医疗保健服务失败  

•母婴传播引起的罪恶感 

•存在更多家庭成员被感染，生病或死亡的可能/可能性  

•更多家庭成员的感染导致多次丧亲之痛和过多需要护理的病人 

 •家庭中负责养家糊口的人常常 易受艾滋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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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染艾滋病毒和患有艾滋病的儿童该如何判断预后？ 

     
随着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出现，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后的预测已经非常不可靠，因为

即使孩子已临近死亡之门，也可能得到戏剧性的恢复。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孩子的细节和特

征（他或她的天性、病史、检查、过去的治疗等）。即使这样，预测也只是理论上的猜测，

但预测往往对关乎生死的决定异常重要。为了帮助你，这里列出了一些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

后不良的指标。但是所有这些指标可能会在接受有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后改变 。 

l 提示预后不良的实验室指标 

    • CD4+T 淋巴细胞计数＜25 个细胞/毫米³  

    • CD4＜15%  

•血清白蛋白< 2.5mg/dl 

l 临床预后恶化基本会出现在 4 期 HIV 感染时  

    •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渐进多灶性脑白质病（PML）  

 •隐孢子虫病  

   •严重的消瘦 

   •内脏的卡波氏肉瘤  

   •弓形虫病  

       •严重心肌病  

       •慢性重症腹泻  

       •威胁生命的恶性肿瘤  

       •晚期器官衰竭（例如肝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肾功能衰竭、

慢性肺疾病） 

 

终你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种情况，患者的家属向你询问你对病情走向的判断。因为当

死亡来临时，它会使人筋疲力尽，压力倍增，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发生。这种压力和疲惫可

能会因希望一切都结束的内疚和焦虑而复杂化。在作者的经历中，你只要解释你不能确定的，

通常是需要用到几个小时，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不能比这再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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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儿童 常见的症状？ 

 

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儿童 常见的症状是 16 -17  

l 发热，盗汗，或寒冷（51%）  

l 腹泻（51%）  

l 恶心或厌食（50%）  

l 手/脚麻木、刺痛或疼痛（49%）  

l 头痛（39%）  

l 体重减轻（37%）  

l 阴道分泌异物、疼痛或刺痛（36%）  

l 鼻窦感染或疼痛（35%）  

l 视觉问题（32%） 

l 咳嗽或呼吸困难（30%） 

l 其他常见症状包括中耳炎引起的耳痛，齿龈炎，龋齿，继发于脑病的张力性疼痛，

乏力，沮丧，烦躁，焦虑等等 

l 恶心和呕吐 

 

什么原因导致艾滋病的疼痛 

 

艾滋病的疼痛可能由以下原因所致： 

l 机会性感染（例如隐球菌脑炎导致头痛、播散性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导致

撕裂性腹痛） 

l HIV 本身的影响（例如多发性神经炎和脊髓病） 

l 用于治疗 HIV 和相关机会性感染的药物副作用 

l 操作性疼痛，由静脉穿刺、鼻饲、腰椎穿刺等反复操作所致 

 

下面列出了疼痛常见的类型及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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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类型（受影响患者百分比） 

l 胃疼（71%） 

l 神经性疼痛（46%） 

l 内脏痛（29%） 

l 头痛（46%） 

 

疼痛的部位（受影响患者百分比） 

l 关节（47%） 

l 多发性神经病（42%） 

l 肌肉（40%） 

l 皮肤（23%） 

l 骨骼（31%） 

l 腹部（25%） 

l 胸腔（19%） 

l 神经根病（18%） 

 

在进行儿童舒缓治疗时，如何实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了解儿童同时接受抗逆转录病毒和舒缓治疗时可能发生的严重药物相互作用尤其重要。

而且在有肝炎、胰腺炎、胃炎、高甘油三脂血症、高血糖症、脂肪代谢障碍及 HIV 相关肾

病和机会性感染等合并症存在的情况下，儿童需要服用大多数治疗合并症的药物。上述情况

可能增加药物相互作用及副作用的风险。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完整药理学超出了本书的范

畴，所以请参考相关书籍。 

 

但是，理解大多数药物代谢所需的细胞色素 P450 酶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l 细胞色素 P450 系统的变化可以增加或减少循环药物的数量，从而影响药物的

疗效及毒性。 

l 幸运的是，大部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差别不大，不需要彻底地调整

儿童的治疗方案。 

l 抑制细胞色素 P450 系统的药物会导致更危险的药物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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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毒性药物的血药浓度。 

哪些药物 有可能影响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的疗效或毒性？ 

 

某些常用的儿童舒缓治疗药物会诱导细胞色素 P450 系统，因此可能降低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的药物水平，从而增加了耐药性和/或治疗失败的风险。这些药物包括： 

l 卡马西平（得理多） 

l 利福平（利福定） 

l 苯巴比妥 

l 苯妥英钠 

l 泼尼松龙 

l 香烟烟雾 

l 奥美拉唑 

l 异烟肼 

l 奥美拉唑 

l 异烟肼 

 

    在儿童舒缓治疗（CPC）中普遍使用的其他药物,由于抑制细胞色素酶（CYP）系统,可

能引起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ART）浓度增高，从而增加其毒性风险。这些药物有： 

l 酮康唑 

l 伊曲康唑 

l 红霉素 

l 氟西汀 

l 地尔硫卓 

l 异搏定 

l 克拉霉素 

l 奥美拉唑 

l 环丙沙星 

l 灭滴灵 

l 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恶唑（增效磺胺甲恶唑） 

l 氟哌啶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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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西咪替丁/甲氰咪胍 

 

哪些抑制细胞色素酶的药物与 ARTs（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同时使用时，风险

大？ 

 

在儿童舒缓治疗（CPC）中普遍使用的某些可抑制细胞色素酶的药物，与 ARTs（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同时使用时，其药物浓度可能达到中毒剂量。这些药物有： 

l 三环类抗抑郁药（比如阿米替林）：有 QT 间期延长和心脏猝死的风险。 

l 大环内脂类（如红霉素）：有 QT 间期延长和心脏猝死的风险。 

l 新的抗组织胺药物（如非索芬那定）：有 QT 间期延长和心脏猝死的风险。 

l 西沙比利：有 QT 间期延长和婴儿猝死综合征风险。 

l 奎宁和氯喹：有 QT 间期延长和心脏猝死的风险。 

l 水合氯醛：有睡眠状态延长和呼吸抑制的风险。 

l 苯二氮：有睡眠状态延长和呼吸抑制的风险。 

l 美沙酮：有睡眠状态延长和呼吸抑制的风险 

l 利福布丁：利托那韦可通过减慢利福布丁的代谢，增加利福布丁诱导血液系统

毒性的风险。 

l 复方新诺明/磺胺甲恶唑（增效磺胺甲恶唑）：增加过敏反应风险，尤其是皮

疹。 

l β受体阻滞剂：血压和心率明显下降风险。 

l 氟哌啶醇：增加张力障碍副作用和嗜睡风险。 

 

尽管这些药物间存在相互作用，但并不意味上述药物不能使用。在个案中这些药物可能

确实非常有用。医生和护士要知道药物联合应用增加的潜在风险，仔细权衡利弊。这些利弊

要向家长解释清楚，以便他们在知情情况下做出选择。 

 

如何告知孩子和家长潜在的和致命的药物间相互作用？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相比成人，儿童不易出现心脏毒性，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在有合

并心脏疾患时。所有联合使用这些药物的儿童应被告知当其出现以下情况应立刻报告：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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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速、头晕目眩、心悸、呕吐或腹泻，同时避免滥用药物和毒品，避免过度饮酒。 

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儿童如何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的建议在本书相关章节中有详细记载。下列表格简要概括了疾病特异治疗与舒缓

治疗的共同之处，这也是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的特征。 

 

症状 原因 疾病特异治疗 舒缓治疗 

疲劳 

体重下降 

厌食 

HIV 感染 

机会性感染 

恶性肿瘤 

贫血 

ART 

抗感染 

输液 

营养支持 

解释与安慰 

改变生活方式 

类固醇激素 

疼痛 同上 ART 

抗细菌/病毒/真菌药物 

对因治疗 

用非药物的方法 

考虑 ART 

使用 WHO 阶梯止痛法 

呕吐、腹泻 药物 

胃肠炎 

停止用药 

抗寄生虫/病毒/真菌药

物和抗生素治疗 

止吐药 

胃肠动力药 

H2-受体阻滞药（如雷尼替丁）

或 PPI 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

拉唑） 

少量多餐，餐间进流食，服药前

进食凉、干的食物，避免甜、油

腻、咸或辛辣食物 

嚼服生姜片，香料按摩止吐 

改变儿童肠内营养喂养规律 

 

吞咽困难 白色念球菌食管

炎 

抗真菌药物

治疗 

如果感染严重，首先给予类固醇减轻炎

症反应（ 初可能需要静脉应用）。 

按照当地的治疗指南，氟康唑或伊曲康

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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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缺乏的地方，我们使用霉唑阴道

栓剂取得了一些成效，用药 5 天,每天用

500mg。 

使用阶梯止痛疗法止痛。 

口疮 单纯性疱疹 

口腔溃疡 

鹅口疮 

齿龈炎 

阿昔洛韦 保持口腔清洁；使用软布或纱布蘸洁净

盐水清洁；每餐后都饮水清洁；避免酸

性饮品或热食；食用酸牛奶或粥、软质

或捣烂的食物；如果可以或负担得起，

在饮食中加入冰块、食用冰淇淋或酸奶

或许有帮助。 

慢性腹泻 感染（肠胃炎，

寄生虫，鸟-胞内

分枝杆菌复合

群，隐孢子虫，

巨细胞病毒） 

吸收不良 

恶性肿瘤 

药物副作用 

抗生素/抗病

毒/抗寄生虫

药物治疗 

补液（请看章节内容），补充维生素 A

和锌，改变饮食习惯，补充微量元素。

使用高岭土（只用来美容）或铋剂。口

服吗啡可以缓解难治性腹泻，洛哌丁胺

也可以。 

 

便秘 脱水 

肿瘤 

药物 

补水 

适当的多用放疗和化疗方法

治疗肿瘤 

调整用药 

活动 

饮食调整 

通便剂 

肛门与生

殖器溃疡 

多由单纯疱疹病毒

引起 

念珠菌病 

疱疹：服用阿昔洛韦（口服）

或 5ml 的制霉菌素混合乳剂，

甲硝唑粉末 400mg 和阿昔洛

韦 1 片. 

抗真菌药物治疗 

在阿昔洛韦起效时，使用

局部类固醇药膏或许可以

暂时缓解。 

疼痛时可使用轻度止疼药

或一些辅助用药 

呼吸困难 肺炎 病因治疗 使用风扇加大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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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 

肿瘤 

积液 

呼吸肌无力 

抗生素 

铁剂，如果严重时需输血 

肿瘤治疗（若适用） 

排积液（若适用） 

咨询专家，分散注意力，放

松，引导想象，服用阿片类

药物、苯二氮平类药物 

慢性持续

性咳嗽 

感染 

淋巴细胞间质性肺

炎（LIP） 

支气管扩张 

结核病 

积液 

肿瘤 

抗生素 

肺孢子虫肺炎治疗 

抗结核治疗 

肿瘤治疗（若适用） 

排积液 

雾化理疗， 

抑制剂（例如低剂量的吗

啡） 

物理疗法 

加湿 

类固醇（用于 LIP） 

 

严重皮炎 脂溢性皮炎 

感染 

毛囊炎 

真菌感染 

超敏反应 

肾脏和肝脏疾病 

抗菌药物 /抗真菌药

物/抗寄生虫药物 

补水 

类固醇 

润肤剂，抗组胺药，杀菌剂，局部

类固醇 

抗毒蕈碱类药物 

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 

抗焦虑药 

剪短指甲以减少因抓挠引起的创

伤和继发感染 

带 状 疱 疹

和 疱 疹 后

神经痛 

带状疱疹 如早期发现可使用阿

昔洛韦 

疱疹后神经痛使用阿米替丁、丙戊

酸钠、加巴喷丁、苯妥英普瑞巴林

或卡马西平来治疗闪痛（但是需注

意与 ARTs 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需要加用吗啡，在资源匮乏的

地区可使用鸡蛋花树的囊泡（破裂

之前），据坊间传言有帮助 

抽搐 感染和侵扰 

脑病 

恶性肿瘤 

苯妥英 

苯巴比妥 

卡马西平 

用安定/咪达唑仑，苯巴比妥或三

聚乙醛来控制急性期，再转换成长

项治疗，例如用卡马西平、苯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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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LE 等。需注意抗惊厥药与 ART,s 药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 

 

代谢紊乱 抗惊厥药 

葡萄糖 

甘露醇 

类固醇 

 补充水分 

确保氧气充足 

给予高能量低蛋白食物直到

病情恢复 

个性化给药 

发烧、盗

汗 

艾滋病毒 

鸟-胞内分枝杆菌 

巨细胞病毒 

淋巴瘤 

ART 药物 

阿奇霉素 

阿昔洛韦 

化疗 

非甾体类抗炎药 

类固醇 

东莨菪碱 

西咪替丁 

褥疮 营养不良 

少动 

补充营养 

增加活动 

参考伤口敷料章节 

用甲硝唑粉末控制气味 

如有必要，在清创后的伤口处

涂抹蜂蜜 

谵 妄 / 兴

奋 

电解质紊乱 

弓形虫病 

隐球菌性脑膜炎 

严重脓毒症 

纠正紊乱 

补水 

使用抗真菌药物和抗生素 

辅助定位 

使用氟哌啶醇或异丙嗪 

苯二氮卓类药物 

抑郁 反应性抑郁 

慢性疾病 

游戏疗法 

咨询专家 

分散注意力 

服用抗抑郁药 

咨询专家 

分散注意力 

 

其他有用的资源： 

 

l PEPFAR HIV/AIDS Palliative Care Guida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Country 

Staff and Implementing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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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4416.pdf  

l Amery, J. (Ed.) (2009)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from <http://www.icpcn.org. uk/core/core picker/download.asp? id=204> 

l FHSSA: A Clinical Guide to Supportive and Palliative Care for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http://www.fhssa.org/i4a/ pages/index.cfm? pageid=3489 

l WHO 2012 WHO guidelin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persisting pain in children 

with medical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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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如何管理儿童舒缓治疗中的症状？ 

第一章  如何评估患儿的疼痛和痛苦？ 

你可能知道： 

 

l 疼痛是一种主观体验，而不是具体的实体。它因人而异，因境而变。 

l 疼痛只有患者本人可以量化，甚至只与他/她自己当时的感受有关。 

l 如果没有良好的疼痛评估，很难做出及时有效的治疗。 

 

你可能发现有用： 

 

如何评估疼痛和痛苦？ 

你需要考虑到舒缓治疗时出现疼痛的任何可能。寻找那些痛苦的症状或可能导致焦虑

和痛苦的原因。切记，可能有不止一种疼痛，每一种都需明确，量化和处理。与患者谈论

痛苦并非易事，总是要经过多次尝试，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并应用各种常识才能得出 终

的结果。切记儿童可能会用疼痛这个词来形容其他症状引起的不适，如恶心或呼吸困难。

因此，对痛苦的评估应该是综合系统评价或总体症状评估的一部分。 

 

评估患儿疼痛主要有三种方法： 

1. 询问患儿本人： 快的、 精确的方法，前提是该患儿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们的

感受（你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意思）。 

2. 询问患儿的家属（或知情的医护人员）：这是第二好的方法，即使患儿已经告诉

了你他们的疼痛，这里也可做一个交叉核对，以便找出他们隐藏的痛苦。 

3. 尽量自己评估：这是 不准确的方法，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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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患儿 

l 多花一些时间与患儿交流可以建立信任，仔细倾听并认真记录交谈内容。 

l 不要提出引导型问题——患儿可能会迎合你的提问。 

l 切记患儿可能没能意识到他们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们已经承受长时间的痛苦，

也可能家长以同样的理由钝化了他们的疼痛，因此可能会漏报一些疼痛。 

l 通常用于成人的“疼痛筛选法”同样适用于舒缓治疗中的患儿，但很难从孩子身

上获取到此类信息，他们可能会很难理解你的意思。他们的理解程度取决于其文

化背景和发育水平。 

 

疼痛筛选法的应用 

    对儿童实施疼痛筛选法时，可应用一些以下的询问的方式和方法： 

l “哪里痛或酸痛？” 

l “能告诉我哪里痛/酸痛吗？”用身体图片或玩具娃娃指示 

l “其他地方痛、酸痛吗？” 

l “什么时候开始痛？” 

l “什么会让使它更痛？”  

 

儿童在七或八岁之前可能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你必须能顺畅的理解他们的回答。患儿

或家长填写的痛苦日志很有用，你可以据此检查疼痛的进展，模式和对治疗的反应。 

l “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痛的吗？“ 

l “这次有多痛 ？”：使用疼痛量表 

l “你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次的疼痛吗？” 

l “什么可以止疼？”“什么可以加重疼痛？” 

 

非常有帮助的方法是让患儿们画一幅图画来描述他们的疼痛或在图片上上色来描述他们

疼痛的部位。（例如Eland色标法） 

 

询问家长或照顾者： 

试着找出父母的关注点是什么，并了解其发生行为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切记父母

可能因感觉迟钝或恐惧而很少汇报疼痛。询问家长或照顾者与患儿一样的问题，你可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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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使用与患儿相同的评分表和图表来评估患儿的疼痛。询问家长或照顾者是否注意到患

儿有任何疼痛的迹象（特别是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哭闹程度、安静或孤僻、活动变化或

睡眠变化等）。另外，考虑到疼痛对孩子生活质量的影响也很重要（例如学校的出勤率、

体育运动、爱好、心情、烦恼和睡眠）。 

 

对无法交流患儿的疼痛评估 

 

要记住，客观地评估患儿的疼痛是很难的，另外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或经历较长的疼

痛后，再以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哭声来评估疼痛已不是很准确了，这可能是因为孩子长期遭

受慢性疼痛，神经系统“下调”了正常疼痛感受而导致疼痛减退；年长的患儿还可能根据

从周围的人群的学习将疼痛行为扩大化（包括语言）。 

然而，疼痛评估仍然是有用的，特别是应用框架式的评估方法。疼痛会引起交感神经

反应，即使交感神经反应（临床症状）也可能随着疼痛慢性化而减退，但是我们仍可预见

承受痛苦的患儿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l 生理性：心率和呼吸频率加快（注意：药物可诱导或抑制心率和呼吸频率）、面

色苍白、出汗 

l 行为性：安静或哭泣、淡漠或依赖性强、脸部肌肉抽搐或皱眉蹙额、呻吟、坐立

不安、蜷卧位（四肢抱团）、握拳、脚趾或手指紧蜷 

 

这是FLACC评分部分（面部、腿部、活动、哭闹和可安慰性） 

你可以运用QUEST方法进行总结：： 

Q：提问患儿 

U：应用疼痛评分工具 

E：评估行为 

S：提高家长对疼痛的敏感性并积极报告 

T：采取措施止痛 

 

回答疼痛评估表上的每一问题 

 

在评估疼痛结束时回答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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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患儿和其家长用哪个词来表达疼痛？ 

l 患儿用何种语言和行为来表达疼痛？ 

l 当患儿疼痛时其父母或照顾者该做什么？ 

l 当患儿疼痛时其父母或照顾者不该做什么？ 

l 怎样可以 有效地减轻痛苦？ 

l 哪里痛和疼痛的特点是什么？（部位，严重程度，患儿/家长描述的疼痛的特

点，如锐痛、烧灼痛、酸痛、刺痛、放射性疼痛、搏动性疼痛）？ 

l 目前的疼痛是如何开始的（突发的/逐渐开始的）？ 

l 疼痛从开始持续多久了（从开始的持续时间）？ 

l 哪儿痛（一个部位/多个部位）？ 

l 疼痛可否影响患儿的睡眠/情绪？ 

l 疼痛是否限制患儿的正常日常活动（坐、立、走、跑）？ 

l 疼痛是否限制患儿与他人的互动能力/意愿或者玩耍的能力？ 

（引自2013WHO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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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如何进行疼痛管理？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慢性或严重的疼痛是身患复杂疾病并且生命期有限的患者通常要面临的问题，但

儿童患者的情况可能没成人那么严重。 

l 疼痛是个多维的体验：是由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因素影响和导致的（综合痛

苦）。 

l 生理的疼痛是通过神经通路调制的-从外周感受器，经过脊髓丘脑束传导至丘脑。

剧烈的疼痛信号可以被“下行抑制”系统减弱（例如放松、分散注意力等）。 

l 不同的药物在疼痛通路的不同位点上起作用。 

l 因此可以合理地计划不同止痛药的选择并联合应用。 

l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将如何选择和联合应用止痛药物来控制儿童的各种“持

续性”疼痛进行了系统化地总结。其将疼痛划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并认可早

期适时地使用普通药物和阿片类药物镇痛。 

l 其他 “辅助性”止痛药可用于某些类型的疼痛，如神经性疼痛或囊性扩张引发的

疼痛。 

 

可能有用的内容： 

 

l 进行CPC的儿童没有必要告诉医生他们的疼痛，即使他们正在承受疼痛，他们也

很少夸大疼痛的程度。所以如果他们告诉你其正在遭受痛苦， 好相信他们。 

l 对于儿童而言，影响疼痛体验的常见因素包括恐惧、焦虑、与家人分离、陌生的

环境、无法摆脱的疾病/症状和患病的耻辱感。 

l “总疼痛”一词用来表示各个层面上的痛苦危机。因此良好的疼痛缓解方法就是

处理好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因素各方面的问题。 

l 对儿童而言，单独应用药物镇痛是远远不够的，非药物性疼痛干预被证实是有效

的，应该将其纳入疼痛管理策略中。 

l 舒缓治疗的疼痛管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必须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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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有效的缓解疼痛。止痛药并非是治疗慢性疼痛的唯一方法，下面列出了

一些其他可能对儿科舒缓治疗有用的方法。 

○非药物管理（见下文） 

○减缓病理进程：例如通过放疗、抗生素治疗、激素治疗、化疗、手术和双

膦酸盐类药物治疗。 

○使用止痛药和辅助药物（见下文） 

○阻断疼痛通路：局部麻醉药、神经松解术、神经外科干预。 

l “阿片类药物恐惧症”在全球的医护界是普遍存在的。 

l WHO组织不再向儿童推荐使用可待因、双氢可待因，因为大部分的药物

不能转化成有效的代谢产物。如果对乙酰氨基酚和非甾体药物镇痛不能达到效

果，可口服吗啡。 

n 没有什么止痛药比吗啡更神奇。纪录显示，吗啡止痛不会成瘾，不会加

速死亡。开始使用吗啡并不意味着你要放弃治疗，也不意味着这是“走向生命结

束的开始”，它只意味着吗啡可以有效终止患者的疼痛。 

 

儿童非药物性疼痛治疗方法 

 

儿童患者容易受他人影响，因此对其应用非药物性疼痛治疗方法非常有效。该方法应

该经常在舒缓治疗中应用，它可以帮助患儿们更好的应对和理解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能减

轻预期的疼痛。 

 

分散注意力、催眠、疼痛的自我汇报、疼痛干预措施和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方法将超出

局限性并发挥 大的治疗效果。 

 

非药物治疗方法易学并可应用于任何情况，即使在用了强有效的镇痛药后仍可应用。 

 

非药物治疗方法如下： 

l 通过鼓励和表扬患儿配合的很好，来加强配合行为（即使他们配合的并不

好）。不要忽视发生的问题，与患儿们开诚布公谈论发生的问题并从减轻痛

苦的角度来积极的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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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散注意力（参照分散注意力方法表） 

l 深呼吸 

l 渐进式肌肉放松法 

l 催眠法 

l 引导式想象法，儿童擅长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让自己置身于愉快而舒适环境

中。 

l 针灸/指压法 

l 按摩 

l 香熏按摩 

 

儿童使用止痛药的原则 

 

世界卫生组织严格限定了舒缓治疗中使用镇痛药物三个原则： 

l 口服给药——尽量避免注射给药，如果口服给药无法实现，可直肠给药或选择经

皮给药 

l 按时给药——持续性疼痛需要预防性规律性给药 

l 儿童给药——按照WHO制定的镇痛药2步法（第一步：单给普通镇痛药，第二

步：阿片类药物，如果有需要可加/不加用辅助镇痛药）。 

 

如何应用阿片类药物 

 

在儿童姑息治疗中对如何应用吗啡有效镇痛存在很大的困惑。要想很好的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要记住两个关键因素。当患儿肠、肝、肾功能正常时： 

1. 口服吗啡后，血药浓度达到峰值（Cmax）所需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 

2. 6个月大以上的患儿口服吗啡后的药效维持时间为3-4小时。 

 

服药1小时后，已达到Cmax，但如果1小时后疼痛没能得以控制，止痛药的效果只会减

弱，因此应该“按需”每小时给药一次（而不是按照大多数的处方所说的每2小时，3或4小

时给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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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吗啡的药效维持时间为4小时，（一旦很好地控制疼痛）应规律地每4小时给药一

次。 

 

“全天的药物剂量”（TDD）指的是过去的24小时内所有“常规给药”剂量和“按需

临时给药”剂量的总和。 

 

    如果之前24小时内用药6次，第二天的每次“常规给药”和“按需给药”剂量应是前一

天全天总剂量的1/6。除了每4小时常规给药一次外，可以继续在需要时每1小时给药一次，

直到疼痛可以被很好地控制（比如24小时内只要求一次临时给药）或者患儿出现明显的药

物副反应（如针尖样瞳孔，肢体抖动，尿潴留等）。 

 

如果即使出现明显的副反应，疼痛也没能控制，考虑更换其他的阿片类药物（如羟考

酮）或应用辅助镇痛药。 

 

阿片类药物对儿童的毒性作用 

 

儿童能耐受阿片类药物，常见副反应有： 

l 便秘较为普遍，因此在开始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早期应给儿童处方泻药以防止大便

干结（会导致粪便潴留和粪便嵌塞） 。重要的是要识别何时需要给予刺激性泻药

或需要联合用药。不能只用软化大便的药物如乳果糖，乳果糖只是非姑息治疗患

儿 常用的泻药，因此 为熟悉。由于缺乏不同泻药的药理知识，在舒缓治疗中

我们给予儿童的泻剂预防并不充足。。 

l 恶心和呕吐较为少见，随用药时间的延长该副反应也随之减退，但一些患儿要用

止吐剂治疗。 

l 嗜睡可发生前几次用药后，可随用药时间的延长该副反应也随之减退。 

l 瘙痒和尿潴留少见，如果出现可通过更换药物改善。 

l 严重的毒性作用相对少见，如果按照前面规定的药物剂量进行给药就更不可能会

发生。你可能会注意到呼吸抑制，瞳孔缩小和昏迷。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应用阿

片类药物的拮抗剂纳洛酮，不过该文作者从事CPC工作20余年从未曾遇到此类情

况。患儿在大剂量应用阿片类药物时可出现坐立不安、精神萎靡、定向障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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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激动、肢体抖动、抽搐等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让我们误认为患儿疼痛未缓

解。在这种情况下 好更换另一种阿片药物，如羟考酮。 

 

其他强效阿片类药物的应用 

  

有很多其他剂型不同，给药途径不同阿片类药物。这里我们所说的药物不包括曲马多和美

沙酮，尽管我们在CPC治疗中有用过，有证据表明这两种药物的应用存在很多局限性，而

且美沙酮的使用方法十分复杂需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 

l 如果患儿对吗啡无反应或者出现无法克服的副作用时，羟考酮可能是 常用

的“二线药物”。 无法保证羟考酮不出现相同的副反应，但值得一试。 

l 二乙酰吗啡更易溶解，与其他药物在注射泵中混合时，相容性更好。而且可

鼻腔和颊粘膜给药（这在急诊和突发性疼痛时非常有用，可以不用注射）。

但这些给药途径未经正式批准，且其效力和药效维持时间与单次静脉推注相

同，因此与静脉给药需要注意的地方相同。 

l 丁丙诺啡药效维持时间较吗啡长（6-8小时），还可以舌下和经皮给药。其代

谢不通过肾脏，肾功能异常的患儿可用。该药既是阿片受体的激动剂又是拮

抗剂，可以用于儿童依赖其他阿片类药物的戒断症状，也可以镇痛。丁丙诺

啡可作为7天贴剂用于治疗稳定的阿片类药物反应性疼痛，尤其可在日总剂量

较低时使用。 

l 芬太尼可作为72小时的皮肤贴剂，可应用于不能完成口服给药但又不能安静

地完成皮下注射的患儿。尽管其药物代谢是在肝脏进行的，但其代谢只需要

极少的肝功能作用，因此较其他阿片类药物不易在肝功能异常的患儿肝脏中

蓄积。在准备使用贴剂时，你要知道该贴剂是储库型还是骨架型，并针对需

要使用。芬太尼也可喷鼻使用，还有颊粘膜和舌下片或是镇痛 “棒棒糖”

（锭剂）可作为爆发性疼痛的快速止痛药物。 

 

使用芬太尼和丁丙诺啡贴剂时请注意：如果贴剂下方的皮肤因发热或皮温升高出现血

管扩张，药物吸收会加快，从而导致意外的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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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应用可待因 

 

不推荐在CPC中应用可待因。可待因为前体药物，需要CYP2D6酶的作用才能在人体

内转化为活性代谢产物吗啡，但是在胎儿体内该酶严重缺乏，甚至在5岁的儿童体内，该酶

也仅有成人水平的25%，在某些人种体内其活性也会减弱。 

 

与吗啡等效换算 

镇痛药—给药途径—剂量 

（PO=口服；IM=肌注；IV=静推；SC=皮下注射） 

l 二乙酰吗啡-IM，IV，SC-3 mg 

l 二氢可待因-PO-100mg 

l 氢化吗啡酮 - PO - 2 mg 

l 吗啡- PO - 10 mg 

l 吗啡 - IM, IV, SC -5 mg 

l 羟考酮 - PO - 6.6 mg 

l 曲马多 - PO - 100 mg 

 

特殊的疼痛 

 

癌痛 

  癌痛极为常见，致痛原因多种多样：局部组织浸润、压迫、脏器的扩张、局部感染、肠

或其他空腔脏器梗阻和神经刺激均会导致疼痛；一些侵入性操作和化疗的副反应也会导致

疼痛。 

癌痛在初始阶段应该根据WHO制定的上述标准方法来治疗，然而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治

疗方法，这要取决于疼痛的部位和类型例如： 

l 局部癌灶放疗 

l 姑息性化疗 

l 局部神经阻断 

l 鞘内和硬膜外注射 

l 姑息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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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是要和当地的肿瘤中心和麻醉中心保持联系，以便随时获得他们的帮助。 

 

神经性疼痛： 

如果患儿用“烧灼”、“放射痛”、“刺痛”来描述疼痛，他可能正在承受神经疼

痛；神经痛的另一个特点是疼痛部位感觉的多变性，疼痛亦可使皮肤感觉异常。 

有传言称神经性疼痛对常规的镇痛药不敏感，但事实并非如此。镇痛药是有帮助的，

虽然只能部分缓解神经性疼痛，以上标准的镇痛策略还是值得一试的。 

如果上面的镇痛药无效，再尝试辅助镇痛药。有些药物可以通过稳定神经细胞膜来抑

制神经活动。不足为怪的是，他们通常也会抑制全部的神经活动，导致昏昏欲睡和反应迟

钝，因此要小心调整剂量。尽管证据有限，但阿米替林和加巴喷丁在儿童病人中的应用广

泛而安全，便宜又容易获得，因此可作为一线药物。一般来说，药物的选择还取决于依从

性，加巴喷丁要一天三次用药，也会考虑该药物的其他特性对患儿病情是否可起到协同治

疗作用（如阿米替林的镇静作用可能帮患儿改善失眠情况。）其他三环类抗抑郁药和抗癫

痫药物如卡马西平和普瑞巴林都可试用，特别在顽固性神经痛种，可用三环类药物联合抗

癫痫药物治疗。 

 

慢性非反应性疼痛： 

若疼痛对镇痛药无反应，或副反应过重，首先应更换阿片类药物，如将吗啡换成羟考

酮，芬太尼（或阿芬太尼），或丁丙诺啡。美沙酮能减轻疼痛的敏感性，增加儿童由于长

期服用阿片类药物而减轻的阿片类药物敏感性（可能是由于中枢神经传导介质和受体的变

化，特别是NMDA受体），美沙酮对神经性疼痛也有效，但是其药代动力学复杂，所以使

用该药之前要咨询专家。 

 

颅高压（肿瘤压迫导致）： 

压力性疼痛是由于腔内容物对密闭的腔壁产生的压力增大引起（颅骨内的脑组织，肝

包膜中的肝脏），类固醇（特别是地塞米松）可有效地减轻炎症和肿瘤的肿胀。因为儿童

出现的行为、情感异常和库欣综合副反应较成人更为严重，所以不推荐对儿童长期应用类

固醇，短时间大剂量使用激素治疗更为有效。 

 

痉挛/肌张力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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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痉挛药物如氯苯氨丁酸和苯二氮卓类药物如安定和劳拉西泮可放松肌肉同时有镇静

作用 —— 参见僵直/肌张力增高章节。 

 

骨痛/软组织痛：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治疗骨痛效果极佳。非甾体抗炎药可用于任何情形下，骨髓

衰竭出血状况下更可使用。建议饭后服药或同时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或雷尼替丁，否则会引

发肠胃炎。 

腹绞痛： 

抗胆碱能药物如丁溴东莨菪碱或美贝维林是治疗绞痛的有效药物，但副作用是便秘。 

 

焦虑： 

尝试使用非药物措施解决问题，如果无效，可以考虑使用抗焦虑药如低剂量劳拉西泮治

疗。 

 

儿童疼痛管理实用方法 

 

在儿童姑息治疗中知道该管理疼痛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在临床中实际应用无疑更加重

要。面对儿童疼痛，当你需要熟练而灵活的运用理论知识时，记忆总会变的模糊不堪。你

没记清楚的或毫无预料的生理和病理现象总会不合时宜的让你的大脑变得杂乱无章，当出

现这种情况时，医生就需要一本“药谱”。 

 

患儿是否疼痛？ 

l 仔细评估，确认你是在处理儿童疼痛，而不是其他痛苦的症状，如焦虑和恶心

等。 

疼痛是否严重？ 

l 如果疼痛剧烈，先缓解疼痛，再进行下一步。在儿童觉得舒适之后，再进行下一

步评估。因此应该立即给予镇痛治疗。 

导致疼痛的原因是什么？ 

l 切记导致疼痛的原因可能很多。当明确导致疼痛的原因（如压迫、浸润、感染、

药物副反应、神经方面原因、心理因素和精神因素等）后，评估并找出病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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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应用人体示意图和疼痛评分表可以明确和监测疼痛情况。 

 

有无可以补救的因素？ 

l 如有，请给予补救：及时更换患儿潮湿的床铺，积极处理感染，固定骨折部位及

时解决便秘问题。 

 

患儿是否有足够的补液，合理的营养支持和充足的氧气？ 

l 寒冷，疲倦和饥饿会进一步加重疼痛。合理的营养支持，足够的补液和充分的给

氧可以减轻患儿的疼痛。 

 

患儿感觉舒适吗，还是很烦躁？ 

l 让患儿温暖、给予包被以及合理的喂食，使患儿感觉舒适；在搬动患儿身体时要

动作轻柔，给其舒适的体位，减少侵入性操作都可以减少痛苦；同时可分散患儿

注意力，按摩，放松和应用遐想法。 

 

患儿是否有活动相关性疼痛？ 

l 该疼痛是由肌肉骨骼导致的：例如骨折或扭伤（石膏固定中）、转移（整形外科后

放疗）、软组织感染（特别是艾滋病引发的肌炎-要用抗生素治疗，进行引流和固

定）、神经卡压、肌肉痉挛（会导致十分严重的疼痛，详见肌肉张力失调章节）。 

 

是否是由脏器扩张引起的疼痛？ 

l 对于不易出现扩张的脏器（如脑、肝脏），考虑使用放疗或类固醇药物治疗（但

对儿童应用类固醇药物治疗时，须特别注意-见以上章节）或在膀胱中放入导尿

管。 

 

是否是由癌症引起的癌痛？ 

l 癌痛可用放疗、化疗、神经阻滞或外科手术等方法来处理。 

 

出现的疼痛是否有神经性疼痛的特征？ 

l 如果疼痛是放射痛/烧灼痛，或分布在真皮层，或伴随有神经痛症状，可以应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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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镇痛药治疗，也加用辅助药物镇痛，如抗忧郁药物阿米替林。 

 

是否是由肌肉痉挛导致疼痛？  

l 可以用保暖、轻柔拉伸、按摩，、夹板疗法和物理疗法减缓痛苦，同时可用镇静

药物如苯二氮卓和肌肉松弛药物、巴氯芬。 

 

控制临终阶段的严重疼痛 

 

生命终末期的镇痛治疗应按照本章中提到的原则处理。如要及时控制剧烈严重的疼痛

或是生命终末期的疼痛，可用非静脉给药类药物，如皮下吗啡镇痛，或用上文提到的二乙

酰吗啡颊粘膜和鼻喷给药。请参见急性痛苦的终末晚期事件处理原则。 

 

第三章 如何处理儿童体液和电解质紊乱？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在生命的终末期患儿易因饮食和饮水量减少而导致脱水。 

l 如患儿意识清醒可识别其口渴与否，但意识不清时就较难分清患儿是否需要喝

水。 

l 年龄小的患儿很容易出现脱水。 

l 进食和饮水不仅仅是医疗需要，它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尤其对于家长来说，停

止喂养会让他们在心理、社会和伦理层面上充满内疚。 

 

你可能不知道 

 

l 姑息治疗中，对患儿脱水的发生率，影响和处理方法的参考资料很少而且相互矛

盾，因此没有参考价值。 

l 在正常情况下（非临终病人），脱水会让病人痛苦而且会引发恶性后果，但在临

终病人，适当减少液体摄入也会产生好的效果，如减少尿失禁，肺水肿和浮肿

等。 

l 因此当患儿不能饮水和无口渴感时，是否进行补液也很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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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每个案例的处理方式不同，无统一标准。 

 

评估脱水 

评估脱水程度非常有用，不仅可以用来制定治疗方案，还可以用来监测反应。 

 

脱水5%的体征 

l 体重减轻，粘膜干燥，尿量轻度减少 

脱水10%的体征 

l 组织低灌注、毛细血管充盈时间延长、粘膜干燥、囟门下凹、眼窝凹陷、动脉搏

动减弱、精神萎靡、少尿 

脱水>10%的体征 

l 酸中毒式呼吸、心动过速、呼吸急促、休克、无尿、昏迷 

 

患儿摄入液体不足的实用处理方法 

 

患儿是否有口渴感？ 

l 如出现口渴，可给予口服补液，或是通过皮下、静脉或置胃管给液。 

 

患儿是否预后短暂，孩子是否本身就感觉舒适还是因为意识不清而没有躁动？ 

l 患儿本身舒适或意识不清都不太可能因为没有饮水而出现痛苦，因此很大程度上

要因社会心理因素给患儿补液，并不是出于伦理，所以补液与否是因人而异的。 

l 我们要对患儿的家属给予同情，耐心的解释和情感上的支持。 

l 做好口腔护理。 

 

评估患儿是否有不适，烦躁或意识障碍？ 

l 请考虑非口服途径的伦理性：一方面，输液（人为补液）有可能减少临终患儿的

焦虑，但事实并非经常如此；另一方面，输液还可导致心脏衰竭和脑水肿，反而

会使患儿更加焦虑和不适。 

l 如你所在的国家对静脉补液的法规不明确或将人为补液定义为人工治疗，需要由

患儿，家长和同事共同决定补液对该患儿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细节见伦理章



 

  56 

节）。 

l 如家长坚持继续给予喂养或补液， 实用的是给予人为补液治疗（如果你拒绝可

能会让他们遭受丧亲之痛，而皮下或胃管补液也不会给患儿增加痛苦。） 

l 在患儿生命终末期有很多补液方式。 

 

患儿生命终末期，体液需求量约只占其标准的年龄/体重需求量的60%或更少，注意不

要过度补液。静脉补液虽然可行，但却非常复杂。皮下输液不复杂且便于在家里进行。液

体输注的速度可迅速调节至静脉注射时的每小时固定速度，同时要认真密切地评估输液部

位是否有肿胀。鼻饲管可短期应用但可能会加重临终患儿的痛苦。直肠滴注法（直肠补

液）也在一些国家使用。 

 

 

 

第四章  如何处理患儿的喂养问题？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在贫穷的国家，营养不良是姑息治疗患儿的常见问题，原因是儿童们本身无足够的

食物。 

l 也有很多其他原因导致患儿在CPC期间进食不足，包括厌食、口腔疼痛 、吞咽困

难、恶心或胃部受压迫。 

l 无论什么原因，只要患儿有饥饿感，就要积极喂养，这是患儿的基本人权。 

 

你可能还不知道 

 

l 即使在富裕的国家，营养不良也是姑息治疗患儿的常见问题，患儿会因神经或神经

肌肉原因无法吞咽。 

l 在富裕的国家中，永久性胃管喂养可以减少营养不良情况，但是在贫穷的国家中，

该问题仍无法解决。若患儿处于饥饿状况，这本书中的其他内容将毫无用武之地，

因此先找到食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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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不是所有停止进食的孩子必须给予人工喂养，比如孩子没有饥饿感，或者人工喂养

的弊大于利时就不需要人工喂养。 

l 胃管喂养为不能正常进食的患儿创造了新的喂养方法，但也有明显副作用，包括胃

食管反流、反复吸入性肺炎和胸腔感染、胃管导致的不适、腹痛和腹泻。 

 

无法进食患儿的实用处理方法： 

 

患儿是否饥饿？ 

l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极度消瘦的患儿很少感觉饥饿，而轻中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可

能会饥饿。大部分重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已经基本没有胃口了。 

l 应用WHO的体重/身高和身高/年龄评价标准来判断患儿营养不良的程度。该患儿

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我们要根据WHO营养不良治疗指南来为他们制定喂养

计划，喂养时，可以使用适合他们的任何方式。 

患儿的生存时间是否只有几天，而非几周或几个月？ 

l 只要患儿不拒绝，尽情给予进食/进饮。切记家长即使已经同意放弃其他干预和治

疗，但不会愿意放弃喂养。你可能会（或一定会）迫于家长压力，继续给患儿喂

食。 

l 我们要应用同理心，技巧和耐心帮助家长明白在患儿临终期，给予其食物是无用

的， 

    它不会延长生命，而且患儿这时已无饥饿感了（所以也不会遭受痛苦）。 

l 提醒家长自然的身体死亡过程并不包括喂食（如果患儿已进入昏迷状态，家长更

容 

易明白这一点）。可以通过做一些唇部护理（用水来润湿唇部，防止嘴唇干燥）

来 

帮助家长从急切想要喂养的状态中转变过来，告诉家长强迫进食反而会加重痛

苦。 

l 解决可治疗因素 

l 治疗口腔疼痛、吞咽困难、恶心、胃部压迫、窒息、疼痛、肝肾功能衰竭、慢性

感染。 

l 考虑到患儿没有能力自行进食（患儿需在协助下进食或在适当的体位才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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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你在处理药物副反应吗？ 

l 考虑阿片类药物、甲硝唑、磺胺甲基异恶唑、非甾体抗炎药、化疗、一些抗生素

类药物导致的副作用。 

l 如果可能，可以更换药物。 

 

是否是食物问题导致患儿无法进食？ 

l 明确给患儿提供的是其认识的，喜欢并且在其文化上可接受的食物。 

l 尽量给予高能量/高蛋白小体积的食物（如果可能）。 

l 确保患儿可坐起并有人陪伴其进食。 

l 避免给予有浓重气味并引起恶心的食物，避免过辣或油腻的食物。 

l 不要强迫患儿进食，要少食多餐，常常将符合他口味的少量食物放在小盘子中方

便其拿取。 

l 批准和鼓励家长用各种奇招怪想帮助患儿进食。 

 

可否应用增进食欲的药物？ 

l 在临终期可给患儿孕酮（罹患癌症的年长儿）或短期服用少量的地塞米松。 

l 如无效，可对症处理。 

l 可给予胃管（鼻饲或胃造口）喂养（非经口补液）。 

  

第五章 如何处理儿童的口腔溃疡？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在舒缓治疗中口腔溃疡很常见，例如细胞毒性及抗胆碱能药物、减少进食、脱

水、虚弱和局部病变均可导致口腔溃疡。 

l 口腔念珠菌是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导致口腔溃疡的常见原因，特别是伴有 HIV 病

毒或艾滋病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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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简单的口腔护理是有效的：例如保持口腔的湿润、轻柔地刷牙、漱口、食用冰

棍或菠萝（含有一种可以帮助清洁口腔的酶）。 

 

你可能不知道 

 

l 口腔溃疡的患儿可能表现为吞咽困难、呕吐、不愿意吃饭、过度的流口水或进

食时哭闹。 

l 溃疡性口腔炎和复发性单纯疱疹在 HIV/AIDS 患者中同口腔/食道念珠菌病一样

常见。 

 

缓解口腔疼痛的实用方法 

 

一般疗法 

l 饭前服用对乙酰氨基酚、避免辛辣食物、可以使用舒缓液或冰棍。 

 

是否是蛀牙和其他感染？ 

l 一般的口腔护理。 

l 对于感染可以用阿莫西林和/或甲硝唑。 

 

是否是非特异性海绵状红色黏膜口角炎和/或伴有白色可见斑点？ 

l 可能提示口腔念珠菌病（占患者的 75%）。 

l 考虑使用制霉菌素滴液或含片。 

l 口服达克宁凝胶。 

l 口服氟康唑。 

l 两性霉素。 

 

是否因为细胞毒疗法导致？ 

l 常见于明显的口腔炎。 

l 用不含酒精的抗菌漱口液进行常规的口腔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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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食用软食。 

 

是否病灶表浅、疼痛、凹凸不平，边缘为凸起红斑，中央为灰白假膜，且或大或小？ 

l 可能是溃疡性口腔炎。 

l 类固醇药膏（口内膏）或类固醇含片可暂时控制病灶。 

l 强的松片压碎，将粉末撒于局部。 

 

溃疡是否一开始只会发痒/刺痛，但之后在口腔内外会出现小泡，并伴有痛感？ 

l 可能是单纯疱疹。 

l 阿昔洛韦（如果免疫缺陷，则进行静脉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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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处理孩子的吞咽困难？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吞咽困难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很常见。 

l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我们可以见到两个不同的情景： 

² 孩子们可能害怕噎住或者误吸食物，因此避免进食，这可能导致潜在

性营养不良。 

² 尽管会被噎住或反复误吸，不能正常吞咽的孩子仍然被经口喂养。 

l 吞咽困难有许多可能的原因：有腔内（例如异物、卡住的食物），壁内（例如

黏膜炎症、假丝酵母菌感染、药物损伤、胃食管返流和痉挛，神经紊乱），和

壁外（例如纵隔淋巴结肿大/肿瘤）的各种原因。 

 

你可能不知道 

l 在富裕地区，吞咽困难通常是由神经系统或神经肌肉系统疾病造成。 

l 在贫困地区，吞咽困难在患有上述疾病、HIV/AIDS 和肿瘤的患儿中非常常见。 

l 念珠菌病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很常见，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以及在患有 HIV/AIDS

的患儿身上。 

l 胃肠道动力障碍和返流在神经系统和神经肌肉系统疾病的患儿身上也很常见。 

 

如何对吞咽困难的患儿进行评估？ 

如果患儿患有肿瘤或 HIV/AIDS 

l 所有的病例都需高度怀疑念珠菌病（特别是当吞咽困难伴随痛感，和/或患儿

已经使用过类固醇或者进行过化疗时）。没有口腔念珠菌病并不代表没有食道

念珠菌病。如果孩子拒绝吃饭、总是流口水（不能吞咽自己的分泌物）并且哭

声嘶哑，很可能是喉部的念珠菌病。 

 

如果有牙痛/牙关紧闭 

l 考虑蛀牙和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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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能够容易地吞咽流食，但进食食物会被卡住 

l 考虑由于慢性返流或者纵隔淋巴结肿大的外压造成。 

 

如果孩子很难吞咽液体 

l 考虑动力障碍、神经系统紊乱或者严重的管腔狭窄。 

 

如果喝水时颈部鼓起或者发出咕嘟的声音 

l 考虑咽囊未发育完全（不常见）。 

 

如果总是咳嗽或者反复胸腔感染同时伴微弱咽反射 

l 考虑反复吸入。 

 

缓解吞咽困难的实用方法 

 

针对所有患儿 

l 如果可能，治疗病因。 

l 评价喂养及补液，并按照上文所列方法进行处理。 

l 对返流的患儿喂养稠厚的食物。 

l 采用胃酸中和治疗如给予质子泵抑制剂和雷尼替丁。 

 

念珠菌病 

l 制霉菌素是 便宜 广泛使用的药物，但是如果念珠菌病灶较深，可能还需要

口服抗真菌药 2-3 周（如氟康唑）。 

 

药物相关 

l 如果可能，停用非甾体消炎药、类固醇药物和抗胆碱能药物。 

 

反复误吸 

l 可以考虑管饲/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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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获得身心愉悦/生活质量，与家人讨论持续少量经口喂养的利弊。 

 

肿瘤 

l 如果可以，参考肿瘤科的做法。 

l 考虑使用地塞米松以缩小肿瘤体积。 

l 如果可能考虑支架或胃造瘘术。 

 

药物对症治疗 

l 考虑服用酸抑制剂包括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或 H2 受体阻断剂（如雷

尼替丁）。 

l 如允许在儿童应用，可以尝试促动力药物（如多潘立酮，小剂量的红霉素或者

甲氧氯普胺）。 

l 局麻药物（如利多卡因）和抑酸剂联合使用 

l 如仍有疼痛，可以参考 WHO 方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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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如何处理胃食管返流？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在一定程度上，返流是常见的，正常的；但如果返流引起了症状和并发症，那

就异常了。 

l 返流的严重程度和症状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 

l 腹压和胃内压增高（如肌张力异常、管饲、脊柱侧突引起）、胃食管括约肌功

能紊乱（如鼻胃管、食管裂孔疝、肠动力障碍引起）和药物（特别是抗胆碱能

药物、类固醇药物和非甾体消炎药）均可引起返流。 

l 返流情况可以通过治疗性实验检测，包括使用适当的药物、胃镜、24 小时食

管 PH 监测、钡剂造影或放射性造影（如果怀疑存在吸入、吞咽困难）。 

 

你可能不知道的 

l 返流在舒缓治疗的儿童中非常常见，因为许多孩子存在肠道动力障碍、肌张力

异常，需要管饲，或者正在服用可诱发反流的药物。 

l 儿童返流经常会伴随有典型症状例如发育不良或体重减轻、厌食、身体呈拱形

或奇怪的姿势（经常与肌张力异常或痉挛混淆）、睡眠不安、喘息、反复肺部

感染、唾液增多、反复呕吐或咯血。 

 

缓解返流的实用方法 

 

饮食 

l 如果是经口喂养：使用商业增稠剂，米饭或玉米淀粉使食物稠厚；少食多餐。

如果是管饲：有趣的是，舒缓治疗过程中引起返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管饲。

试着调整管饲的速度/食量，或者喂养的频次；在完全依赖营养图表计算给予

量时，需特别谨慎；我们曾经见过一些患儿在减少食量后体重实际却有增加，

可能是因为肠道负担减小使吸收变好了。 

 

体位 

l 在婴儿时期，俯卧位比仰卧位要好（由于存在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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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时使用俯卧位）。 

l 对于年长儿，左侧卧位以及床头抬高睡觉都是可能有帮助。 

l 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使用致病药物。 

l 如果可能，停止或减少药物使用，特别是抗胆碱能药物、非甾体消炎药、类固

醇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以及某些抗生素。 

 

药物治疗 

l 试试抗酸剂和抗返流药物，如藻酸盐类（盖胃平）。 

l 选择H2受体抑制剂（如雷尼替丁）和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或兰索拉唑）。

多潘立酮、小剂量红霉素和甲氧氯普胺能促进胃排空。 

 

手术治疗 

l 在富裕地区，经常尝试胃底折叠术，但是失败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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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如何处理患儿的胃肠道出血？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任何情况下的出血都非常紧急。 

l 出血可以归因于食管炎、静脉曲张、胃炎、药物、肿瘤、凝血障碍、咽下鼻腔

和口腔内血液、肠扭转、美克尔憩室和动静脉血管畸形。 

 

你可能不知道 

 

l 严重到威胁生命的胃肠道出血在儿童中并不像在成人中那样常见，但也会发

生。 

l 由于返流和胃炎的发病率很高，轻度的胃肠道出血在舒缓治疗儿童中很常见。 

 

对胃肠道出血情况的评价 

 

孩子是不是呕吐鲜血或者咖啡渣样物，又或者仅仅是呕吐物中含血？ 

l 大量鲜红色的血液：考虑食管因素。 

l 大量“咖啡渣样物”＋/－黑便：考虑胃部出血，特别是溃疡。 

l 少量呕吐物中含血：考虑吞咽下别处的血液（检查鼻腔、口腔、咽部是否有出

血）。 

 

孩子是不是胸骨后疼痛和/或吞咽困难？ 

l 考虑食管炎。 

 

孩子是不是上腹部疼痛？ 

l 考虑胃炎/十二指肠炎或溃疡。 

 

是不是有已知的出血性疾病，或者其他地方有出血迹象？ 

l 考虑凝血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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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不是中腹部绞痛？ 

l 考虑小肠或大肠的因素，如美克尔憩室、肠扭转、动静脉血管畸形。 

 

缓解胃肠道出血的实用方法 

针对所有孩子 

l 不要恐慌：保持冷静，安慰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消除恐慌，给他们一些事情做以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如取毛巾/盆，听音乐/看电视等等）；使孩子保持某种体

位以便把血液/呕吐物排出。 

l 用容器和黑色毛巾收集血液。 

l 如果合适可行的话，考虑用静脉留置针输注药品和/或补液或输血。 

l 如果可以，检查全血细胞数目和凝血指标。 

l 考虑转诊进行手术和内镜检查（若情况允许）。 

 

口腔出血 

l 简单的口腔护理，用氨甲环酸清洗口腔，肾上腺素浸湿纱布覆盖在出血处，如

果可以可用明胶海绵（明胶颗粒附着在可吸收的明胶海绵上）。 

l 如果可以停止使用致病药物，例如非甾体消炎药、类固醇药物和华法林。 

 

凝血功能障碍 

l 如果血小板数目低，考虑输注血小板。 

l 如果肝功能不全，考虑给予维生素 K。 

 

肿瘤 

l 考虑放射疗法。 

l 考虑使用氨甲环酸（如果可以）。 

 

威胁生命的大出血 

l 请参考“急性痛苦的终末期事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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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如何处理儿童恶心和呕吐？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恶心和呕吐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l 心理、社会、生理因素都会影响恶心。 

l 恶心、呕吐由消化道、前庭器、脑的多种受体调节。 

l 不同的药物作用于不同的受体。 

l 因此可以合理地选择、联合使用止吐剂。 

l 对于某些恶心、呕吐（如焦虑所致），可以选择使用其他辅佐性药物。 

 

你可能会发现以下有用 

 

l 儿童很容易呕吐，但呕吐原因与成人不同。 大的不同是，儿童，尤其是年龄小的儿童，

咽反射很敏感，因此喉部后方的任何刺激都可以引起呕吐。 

l 根据我们的经验，儿童恶心、呕吐经常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处方药物导致（非故意的）。 

l 就像疼痛一样，恶心是一种主观体验，它的强度受情绪因素（如焦虑、恐惧、孤独等）

及认知因素（记忆和想法等）的影响。 

l 疼痛缓解的有效方法包括处理好所有相关的生理、社会-心理、精神因素。 

l 现在大多数的健康工作者都知道疼痛可以采取合理的、分步治疗方法，但很少有人知道

恶心和呕吐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法。 

 

儿童恶心呕吐的治疗原则 

l 下表列出了各种与恶心、呕吐相关的受体位置及作用介质 

l 如果稍微耐心的地了解下药理学，就可以从下表中看出不同止吐剂作用于不同的受体如

果存在疑问， 好的儿童一线止吐药物可能是赛克利嗪。 

l 存在胃排空或胃肠运动障碍问题时，多潘立酮较为有效。 

l 颅内压升高选择赛克利嗪和/或昂丹司琼，可以考虑使用地塞米松增加疗效。 

l 药物相关的、代谢性、感染性、生化不适：尝试氟哌啶醇。 

l 焦虑或烦躁所致者，尝试氟哌啶醇或左美丙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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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广谱的止吐剂是左美丙嗪，因此在儿童舒缓治疗中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由于其镇静效

果显著，所以使用受限（这在儿童临终前并不是问题，但在儿童希望维持活动时，确是

个问题）。 

l 昂丹司琼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止吐神药，其受体作用受限，但是对于化疗所致的呕吐非常

有效。因为化疗会刺激 5HT3 受体，而其他的止吐剂对该受体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l 应该值得一提的是，开处方时不能同时开赛克利嗪和甲氧氯普胺，因为他们有拮抗性。 

l 近期欧洲发出药理学警告：由于甲氧氯普胺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副作用，因此建议反对延

长甲氧氯普胺处方，但是，它仍然是很多国家中仅有的少数可获得的止吐药之一。同时，

我们需要将该风险和因不治疗恶心、呕吐而给儿童带来的痛苦进行权衡。 

 

 

药物 止吐剂作用的受体 

 多巴胺 组胺 毒蕈碱 5-羟色胺

5HT2 

 5-羟色胺 

5HT3 

5-羟色胺

5HT4 

多潘立酮 ++ 0 0 0 0 0 

昂丹司琼 0 0 0 0 +++ 0 

赛克利嗪 0 ++ ++ 0 0 0 

氢溴酸东莨菪碱 0 0 +++ 0 0 0 

氟哌啶醇 +++ 0 0 0 0 0 

异丙嗪 +++ + 0 0 0 0 

甲氧氯普胺 ++ 0 0 0 + + 

左美丙嗪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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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恶心、呕吐的实践评估 

 

如果恶心不严重 

l 考虑过敏所致的咽反射、咳嗽、鼻后漏涕、哭闹、胃返流、胃潴留或胃压缩，或者颅内

压升高 

 

如果呕吐看似与堵塞或咳嗽有关 

l 考虑鼻后漏涕或返流刺激咽部 

 

如果患儿整体状况良好 

l 考虑胃潴留、胃胀气、便秘 

 

如果恶心的同时正在服药或整体状况不佳 

l 考虑药物因素（细胞毒性药物、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阿片类药物）、感染或代谢因

素（如肾脏、肝脏衰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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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恶心与体位、活动有关 

l 考虑前庭感染、肿瘤，或前庭药物毒性因素 

 

如果恶心伴有食管炎或胃炎特征 

l 考虑药物相关因素（非甾体抗炎药、类固醇类）或者胃食管返流或念珠菌病 

 

如果有恶心和焦虑 

l 试着查明原因 

 

如果孩子出现头痛和神经系统临床表现 

l 考虑颅内压增高和（或）颅内感染 

 

处理儿童恶心呕吐的实用方法 

 

对所有患儿 

l 解释、安慰、调整饮食，确保少食多餐，且食物符合患儿胃口 

l 解决焦虑问题 

 

咳嗽或作呕？ 

l 治疗所有的鼻窦感染或过敏，治疗所有的返流和胸部感染 

 

可能的医源性因素？ 

l 回顾药物清单，停用不必要的致吐药 

 

胃炎或食管炎表现（疼痛、消化不良、胃肠气胀、呕血）？ 

l 尽可能停用非甾体抗炎药和类固醇药物，或者减少剂量。如果可耐受，使用质子泵抑制

剂或者 H2 阻滞剂与嘉胃斯康联合用药。 

 

表现胃胀或肠道动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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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尝试促胃动力药（多潘立酮） 

 

与运动相关？ 

l 排除医源性因素。 

l 使用作用于前庭的药物，如赛克利嗪或东莨菪碱氢溴化物。 

 

与毒性或全身性因素有关（如感染、晚期肿瘤、肾脏或肝脏衰竭） 

l 治疗可能存在的潜在性因素。 

l 使用作用于神经系统受体的药物，如氟哌啶醇、赛克利嗪。 

 

与细胞毒性有关？ 

l 考虑昂丹司琼。 

 

表现为颅内压升高？ 

l 考虑放疗或分流。如果不行，可以选择赛克利嗪药物。考虑使用地塞米松。 

 

孩子焦虑或者易激怒？ 

l 考虑劳拉西泮、氟哌啶醇、左美丙嗪。 

 

以上的建议没效果？ 

l 尝试低剂量左美丙嗪，但不适用于活跃的呕吐患儿，因为这样有引起窒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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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如何应对儿童便秘？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便秘很常见、很痛苦 

l 可以通过饮食和药物治疗 

l 药物治疗可以根据其不同的作用模式进行合理计划 

n 大便成形剂如：糠、车前子、洋车前草、 甲基纤维素 

n .渗透性泻剂如镁盐、乳果糖、糖醇（山梨糖醇、甘露醇、乳糖醇）、小容

量灌肠剂（柠檬酸、磷酸）、聚乙二醇 

n .表面活性剂如多库酯、泊洛沙姆，像洗涤剂一般可帮助水分渗透进入大

便 

n .刺激性泻剂如比沙可啶、番泻叶、吡苯氧磺钠 

n 粪便软化剂和润滑剂，如甘油栓剂、花生油、和橄榄油，进行直肠给药。 

 

你可能不知道 

 

l 对儿童进行直肠检查几乎没有必要并且常常很痛苦（儿童直肠、肛门肿瘤很少见），在

腹部检查中经常能发现乙状结肠充盈。 

l 儿童舒缓治疗中，便秘通常与以下因素有关：不活动、脱水、食物摄入不足、因为疼痛

而害怕通便、护理者未重视规律排便、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代谢紊乱、常用药物（阿

片类药物、抗胆碱能药物、铁剂和某些止吐剂）所致 

l 在严重神经障碍的患儿中，便秘可以成为癫痫发作和肌张力障碍的刺激因素。 

 

儿童舒缓治疗中的便秘评估 

 

l 孩子脱水吗？ 

.   考虑摄入不足或者排出增加（出汗、呕吐等） 

l 饮食怎么样？ 

.   是单纯的摄入减少还是孩子吃的是易消化、纤维或刺激物含量少的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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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孩子是不是活动偏少？ 

.   如果可能的话，多鼓励孩子尽可能的出去活动。 

l 是否存在恶心、呕吐同时伴有绞痛？ 

.   考虑可能存在梗阻 

l 排便时有肛门痛吗？ 

.   儿童肛裂很常见，往往导致粪便潴留，大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硬，使问题加重，

引起恶性循环。 

l 在使用致便秘的药物吗？ 

.   尤其是阿片药物（在成人姑息治疗中 常见的因素）、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米替

林等）、抗胆碱能药物（早期的抗组胺药物等） 

l 有神经系统表现吗？ 

.   神经系统疾病经常引起便秘（如 HIV 脑病、脊髓压迫）。 

l 有代谢疾病表现吗？ 

.   如肾衰、血钙偏高等。 

 

便秘的实用处理方法 

 

有明显的因素吗？（参考上文） 

l 治疗因素：饮食、补充水分、增加运动、调整药物等。 

 

梗阻征象（如呕吐、严重腹部绞痛、无肛门排气） 

l 立即转诊进行手术，在生命末期停止喂养，插入鼻胃管，考虑静脉补液、使用解痉药。 

l 如果胃液分泌过多考虑使用奥曲肽 

 

排便疼痛？ 

l 检查肛门有无裂口或念珠菌病，在排便前使用泻剂、局部麻醉药或者硝酸甘油膏。 

 

大便硬？ 

l 可以的话，开始使用默维可，或者使用乳果糖，1 周内递增。2-4 岁儿童使用默维可的

起始剂量为每天 2 包，4 岁以上的儿童每天 4 包，之后每天增加 1 包，年纪较小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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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多 8 包，年龄较大的小孩每天的 大剂量为 12 包。 

l 如果未见好转，加番泻叶。 

l 如果未见好转，启用直肠疗法（硬便使用甘油、软便使用比沙可啶） 

l 如果仍未见好转，使用 micralax 或磷酸盐灌肠 

l 将兴奋剂和一种渗透性泻剂或软化性泻剂联合用药。口服 好，但直肠周围涂坚果油过

夜可能也有效。 

l 如果仍无效果，可能需要人工排便。 

 

人工排便 

 

人工移除坚硬的粪便可能是必要的，尤其对资源贫乏地区由神经因素导致的便秘。在资源丰

富的环境下，很少使用人工排便，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接受麻醉剂。然而，这可能并不

适用于你所在的地区。如果不适用，可进行如下操作： 

1.向孩子和家长解释可能发生的事情 

2.使用牵引术 

3.考虑使用温和的止痛药/肌肉松弛剂，如咪达唑仑或者安定 

4.如果孩子很小、可以接受的话，按住孩子 

5.准备报纸或其他容器装粪便 

6.在戴手套的小指上涂润滑剂 

7.在肛外轻轻滑动使括约肌放松，然后轻轻插入手指，如果发生痉挛，停下来让肌肉充

分松弛。肌肉不会立刻松弛。维持 5-10 分钟轻柔、稳定的按压，不要用力推挤周围的括约

肌，耐心一些。 

8.一点一点的移除小块粪便，在移除前用手指将大块的粪便分解开。 

9.整个过程中与孩子交流，如果特别不舒服就停下来，你可以改天继续。这个过程可能

需要看过此过程的护士或家属在每日早上进行重复。 

10.一旦粪块被移除，晚上可使用 1 次泻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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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如何处理儿童腹泻？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腹泻在儿童中非常常见，尤其是对于 HIV/AIDS 患者 

l 它由感染、药物（尤其是抗生素）、便秘伴有溢出、肠动力障碍、食物不耐受（遗传性

或感染后）、肛门直肠刺激引起 

l 感染性腹泻，主要有两个机制： 

² 肠道（尤其是小肠）液体及电解质分泌增加 

² 小肠大肠对液体、电解质及（偶尔）营养物质吸收减少 

 

你可能不知道： 

 

l 在贫困地区，腹泻是 HIV 感染儿童在婴儿期 常见的疾病死亡原因（高达 70%） 

l 在 HIV 感染患儿中，可能有其他感染因素（如隐孢子虫病、等孢球虫病、巨细胞病毒、

非典型分支杆菌、粪类圆线虫）以及 HIV 脑病、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副作用（尤其是蛋

白酶抑制剂） 

l 主要的治疗方法如下： 

² 支持性治疗—液体、电解质补充 

² 通过减少大便次数和疼痛进行治疗 

² 抗分泌药物治疗以减少粪便损失 

² 针对性治疗，比如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    

 

儿童舒缓治疗中的腹泻实践评估 

 

l 有急性感染征象吗？（大便恶臭或大便带血、带脓、伴有发热、腹痛） 

² 考虑逆转录病毒或上文列出的其他常见感染因素 

l HIV 阳性患儿的慢性腹泻？ 

² 考虑不常见的感染因素（参考上文）、乳糖不耐受、药物（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等）

及 HIV 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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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粪便嵌塞征象（之前有便秘、腹部可摸到粪便）吗？ 

² 考虑外溢 

l 由药物引起的吗？ 

² 考虑抗生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泻药过量 

l 有神经系统表现？ 

² 考虑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或其他动力障碍因素 

l 与饮食有关吗？大便里有糖或者 pH 呈酸性吗？ 

² 考虑乳糖不耐受或牛奶蛋白过敏反应 

l 有肛门直肠刺激症状吗？ 

² 考虑大便失禁、念珠菌病、放射治疗影响 

 

处理腹泻的实用方法 

 

适用于所有儿童 

l 如果可以的话使用尿布或尿垫，或者在床单与棉单、可吸收材料之间放防水塑料 

l 必要的话，咨询护理人员交叉感染风险 

l 咨询家属营养情况        

l 咨询家属居住卫生情况（尤其是给宝宝的水和食物） 

 

腹泻—适用于所有患儿 

l 评估营养不良（参考喂养章节） 

l 立即开始给予补液 

l 口服补液盐（严重的话，静脉注射补液）治疗脱水 

l 腹泻期间和腹泻后进行持续喂养并增加喂养 

l 急性腹泻尽量避免服用抗腹泻药物 

 

粪便嵌塞？ 

l 参考便秘章节 

 

药物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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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果可以的话，停止可能引起腹泻的药物 

l 减少大便次数和腹痛 

l 使用抗动力药物，如洛哌丁胺或将复方地芬诺酯与阿托品联合使用 

 

腹泻伴有大便带血或者孩子整体状况欠佳？ 

l 如果大便检查受限，根据当地治疗指南或者如下方法进行推断治疗： 

l 对于侵入性细菌感染，环丙沙星是 广谱的抗生素 

l 如果可能存在阿米巴病，使用磺胺甲基异惡唑、萘啶酸、甲硝唑 

l 可能存在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时，甲硝唑较为有效 

l 环丙沙星和甲硝唑适用于 8 岁以上的儿童 

 

绞痛？ 

l 尝试止痉挛的药如东崀菪碱等 

 

直肠炎或肛门刺激？ 

l 局部清洗 

l 隔离霜 

l 治疗念珠菌病 

l 如果分泌物恶臭，直肠给药甲硝唑 

l 考虑类固醇栓剂或保留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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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如何处理儿童咳嗽？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咳嗽很常见，也很恼人 

l 可由感染、鼻后漏涕、支气管炎症、食管反流、吸入刺激物、药物（ACEI）或气道肿瘤

引起 

l 可以采取简单的治疗措施，如雾化、止咳糖浆、止咳剂。 

 

你可能不知道 

 

l AIDS 患者中咳嗽是常见症状，HIV 疾病症状流行病学调查报道 19%-34%的病人有咳嗽

症状。 

l 在贫困地区，淋巴样间质性肺炎和结核是咳嗽的常见因素。 

 

持续性咳嗽的实践评估 

l 对患儿进行检查 

² 仔细检查有无发绀（尽可能维持外周氧饱和度）、发热、呼吸频率、心率、喘鸣、

喘息及胸廓、气管外形等症状 

² 尽可能行胸部 X 射线检查 

l 犬鸣样咳嗽 

² 考虑喉感染、异物或者喉病变（喉软骨软化、喉狭窄、念珠菌喉炎） 

l 频繁清嗓，鼻窦充血 

² 考虑鼻后漏涕、慢性鼻窦感染或炎症 

l 喘息无发热 

² 考虑遗传性过敏症、哮喘或过敏反应？ 

l 咳嗽伴有痰 

² 考虑慢性感染、囊性纤维化 

l 持续性、痉挛性咳嗽 

² 考虑百日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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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干咳、气喘性咳嗽 

² 考虑间质性肺疾病 

l 持续性咳嗽伴有体重减轻、发热等全身症状 

² 考虑结核或者进展性恶性疾病 

 

咳嗽的实用处理方法 

适用于所有儿童 

l 解释 

l 坐起来，固定体位 

l 如果出现呼吸困难，给予治疗 

l 尽可能的湿化空气 

l 给予简单的止咳糖浆 

l 进行理疗，协助排出分泌物 

l 禁止室内吸烟，减少在房间里使用火炉、煤油灯等 

l 考虑止咳剂，如可待因止咳糖浆或者低剂量吗啡。 

l 考虑雾化吸入沙丁胺醇，即使没有明显的气管痉挛，也会有效。 

l 也有报道称雾化利多卡因有助缓解咳嗽 

 

感染？ 

l 治疗潜在原因 

 

支气管痉挛？ 

l 雾化沙丁胺醇 

l 雾化异丙托溴铵 

l 口服或雾化激素 

 

淋巴样间质性肺炎？ 

l 理疗、给予甾类激素、支气管扩张剂、氧气和 ARTs 类药物 

 

反复的误吸和（或）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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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考处理吞咽困难和反流章节 

 

鼻后漏涕？ 

l 让孩子保持直立体位 

l 考虑抗组胺类药物 

l 考虑经鼻激素滴剂或喷雾 

 

支气管树中的刺激性肿瘤？ 

l 使用阿片类药物或苯二氮缓解喘息和焦虑症状 

l 如果存在气道肿瘤，考虑雾化局部麻醉剂（利多卡因等），但是要小心，这可能抑制咽

反射，因此这前、后 1 小时不要喂养，以减少误吸的风险。 

l 考虑放射治疗。 

l 考虑氦氧混合气（气道阻塞时有助于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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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如何处理儿童咯血？ 

你可能已经知道： 

� 患儿、患儿家庭及医护人员都认为咯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 然而恐慌并没有任何益处，所以请尽量保持冷静； 

� 与上呼吸道出血完全不同，真正的咯血可以由肺部感染、肺部恶性实体肿瘤或血

液系统疾病、肺结核、曲霉菌感染、肺栓塞、肺动脉高压、肺脓肿和凝血功能异

常等疾病引起。 

 

你可能还不了解： 

� 由于肺部出血而导致死亡的病例实际上较为少见； 

� 大部分表面上的咯血是由鼻、咽部或食管上段的少量出血所致； 

� 即使真正的咯血，也很少会危及生命，因为一旦引起咯血的原因去除，咳嗽症状

得到控制（因咳嗽可产生气道撕力）咯血就会停止； 

� 因此可以认为，致命性的咯血极少发生。 

 

咯血的临床评估 

� 首先明确是否为真性咯血？ 

² 在并发肺部疾病时，肺部出血多为鲜红色泡沫样；而呕吐的患儿，如果其表现 

            为黑褐色、或伴有咖啡色血块或混有食物，则多为呕血。 

� 急性发作的咳嗽、发热和脓痰？ 

² 应考虑急性肺部感染 

� 慢性咳嗽伴有咳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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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应考虑慢性肺部感染 

� 发热、盗汗和体重下降？ 

² 需要考虑结核或恶性肿瘤 

� 气促、乏力、粉红色泡沫痰、端坐呼吸？ 

² 应考虑心力衰竭 

� 呼吸困难和胸膜炎性胸痛？ 

² 应考虑到胸膜炎或肺栓塞 

� 检查中注意寻找线索： 

² 尤其注意是否有发热、心动过速、呼吸急促、体重下降、缺氧和淋巴结病变 

² 仔细检查患儿的鼻咽和口咽部 

² 注意有无心力衰竭的症状，尤其是舒张期杂音、肺底湿罗音和心动过速 

² 注意有无肺部感染的体征如单侧或肺尖哮鸣音、爆裂音、肺实变 

 

咯血的实用治疗方法 

针对所有患儿： 

� 深呼吸并保持镇静； 

� 保持坐位并给予吸氧； 

� 如需平卧，应取患侧卧位。 

 

需要对以下棘手的伦理问题做出快速决定： 

� 是需要快速缓解生命终末期患儿的症状，还是为了患儿 大利益寻求积极治疗？  

� 在舒缓治疗过程中重度咯血的预后极差，但另一方面出血致死令患儿和家长感到

非常惊恐和害怕，因此如果可以控制出血，尽管患儿已处于疾病晚期，仍值得进

行积极救治。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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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舒缓治疗中解决伦理问题？ 

� 如何在舒缓治疗中处理急重症事件? 

 

如果你决定进行积极治疗，建议： 

� 遵循“ABC”急救原则 

� 开放静脉并给予积极补液治疗 

� 可以考虑给予咪达唑仑和阿片类药物镇静 

� 如果需要，可以输注血浆和/或血小板 

� 可给予止血药物（如氨甲环酸） 

� 如因静脉曲张出血可给予奥曲肽 

� 建议予以影像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 

� 如肺部肿瘤导致咯血可采取肿瘤局部放疗 

 

重度咯血的姑息治疗： 

� 立即给予临终镇静：详见“如何处理急重症临终事件”章节 

 

若患儿能度过出血的初期阶段，则应 

� 治疗病因 

� 给予阿片类药物止咳 

� 可以给予苯二氮卓类药物和阿片类药物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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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如何处理儿童呼吸困难？ 

你可能已经知道： 

� 医生、患儿及患儿家属认为呼吸困难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症状； 

� 它需要快速而果断的治疗； 

� 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呼吸困难，如粘液栓塞、哮喘、异物吸入、反复肺部感染、神

经肌肉疾病引起的呼吸肌无力、上气道阻塞、膈麻痹、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

和中枢神经系统衰竭； 

� 幸运的是，药物和非药物治疗的效果都很好。 

 

你可能还不了解： 

� 在舒缓治疗中呼吸困难极为常见； 

� 呼吸困难和疼痛一样是一种主观感觉：我们所观察到的表现（如气促、紫绀、呼

吸费力）与儿童自我感觉呼吸困难的程度常常并不相符。 

 

儿童呼吸困难的临床评估 

� 患儿是否伴有面色发青？ 

² 需要考虑到是否有气道阻塞（如呼气困难、上气道阻塞、支气管痉挛）或通气

不足（如肌无力、乏力） 

� 是否伴有发热？ 

² 需要考虑有无感染 

� 是否伴有吸气性喉鸣或高调呼吸音？ 

² 需要考虑有无上气道阻塞 

� 是否伴有呼吸性喉鸣音、气管牵曳征、肋间隙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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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需要考虑有无支气管痉挛/哮喘 

� 伴有颜面部水肿或颈静脉曲张？ 

² 需要考虑上腔静脉阻塞 

� 伴有端坐呼吸（平卧时呼吸困难）和双侧肺底湿罗音？ 

² 需要考虑有无左心衰竭 

� 肺部叩诊过清音同时伴有肺上部呼吸音减轻？ 

² 需要考虑有无气胸 

� 肺部叩诊浊音同时伴有肺底呼吸音减低？ 

² 需要考虑有无胸腔积液 

 

呼吸困难的临床治疗 

适用于所有病人——非药物治疗 

� 尽可能保持坐位——使用前臂支撑保持前倾的姿势更容易呼吸 

� 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可打开窗户或风扇） 

� 若出现发绀或血氧饱和度低的症状尽可能给予吸氧 

� 尽可能使患儿保持镇定 

� 尝试让患儿情绪放松，具体方法详见疼痛章节 

� 使用一些小技巧帮助分散患儿注意力，详见疼痛章节 

 

适用于所有患者——药物治疗 

� 如果患儿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可给予吗啡和/或小剂量苯二氮卓类药物 

� 咪达唑仑经肠道外或颊粘膜给药起效 快；安定吸收慢，直肠给药起效更快 

� 如果已经给予吗啡，可临时补加日总剂量的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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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喉鸣或上气道阻塞 

� 深呼吸并且保持镇静 

� 仔细检查口腔是否有可取出的异物，但注意避免将异物推入气道内。如果目前不

能确定，进行下一步 

� 如果你认为有气管异物，大年龄患儿采用海姆利克氏法、小于 2 岁的婴幼儿则拍

背按压胸部（以促进异物排出） 

� 可给予氧气或氦氧混合气 

� 可给予肾上腺素雾化（0.5ml/kg 1:1000 稀释， 大剂量 5ml）维持 10 分钟 

� 若患儿总体预后尚可，可以考虑气管切开术 

� 可给予静脉推注大剂量地塞米松（超过 2 分钟） 

� 若存在重度呼吸困难可注射吗啡和/或苯二氮卓类药物（地西泮口服或直肠给药起

效时间与注射给药相近——可直接地西泮直肠给药） 

� 如果可能，尽可能转诊进行手术、放疗或化疗 

 

气胸 

� 吸氧 

� 对症治疗 

� 胸腔引流 

 

急性心力衰竭 

� 吸氧 

� 袢利尿剂（如呋塞米） 

� 加用或增加吗啡剂量 

 



 

  88 

慢性心力衰竭和肺源性心脏病 

� 吸氧 

� 利尿剂减轻肺水肿和呼吸困难； 

�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可以减少并发呼吸道感染 

� 可考虑使用正性肌力药物、ACEI 类药物、地高辛 

 

支气管痉挛（哮喘） 

� 高流量吸氧 

� 使用支气管扩张剂雾化或哮喘吸入性气雾剂喷罐至少 10 喷 

� 静脉注射或口服激素 

 

胸腔积液 

� 短期内胸腔引流是有效的，但如不进行胸膜固定术，胸腔积液会再次出现，因此

需要权衡利弊，尤其对于恶性胸腔积液 

 

HIV 肺炎 

� 未知病原菌：可给予氯霉素或阿莫西林，氟氯西林和庆大霉素，头孢菌素类 

� 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大剂量磺胺甲基异恶唑、吸氧和激素给药 

 

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 

� 理疗、激素冲击治疗、给予支气管扩张剂、吸氧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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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如何处理儿童抽搐？ 

 
你可能已经知道： 

� 无论对于患儿、患儿家庭还有你而言，抽搐都是非常可怕的 

� 然而大多数抽搐具有自限性，并不会马上危及生命 

� 如果患儿生命体征平稳，你不需要马上给予药物治疗，立即移除任何潜在危险，

如果可能保持平卧，尽可能吸氧 

� 抽搐是舒缓治疗中的常见症状（可继发于脑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缺氧、发热、

颅内压升高等） 

 

你可能还不了解： 

� 当你亲眼目睹抽搐时会觉得时间过的特别慢，因此当抽搐发作时，注意记录开始

的时间 

� 在患儿抽搐过程中，尝试深呼吸、不要惊慌，努力使家长和其他医生保持镇静 

� 如果抽搐发作后 5 分钟内无好转或患儿出现紫绀，你需要立即开始治疗 

� 不要陷入“只有抽搐完全停止才算治疗成功”的观念，通常这是不可能的 

�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可能出现以下情况：患儿不能保持完全没有抽搐的状态，但

可以将抽搐导致的不良影响降至 小，这个结果就算“足够好”了 

 

抽搐的临床治疗方法 

适用于所有儿童： 

� 保持镇静：深吸一口气，缓慢呼出，确认抽搐发作时间 

� 确保患儿无紧急危险（如跌倒、烧伤、溺水） 

� 嘴里不要放任何东西（例如勺子、压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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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条件可以予以吸氧 

� 尽可能监测血糖 

� 避免马上予以药物治疗，尝试使家长和同事保持镇定 

� 抽搐发作时保持侧卧位，防止误吸 

 

抽搐发作 5 分钟后 

� 口服咪达唑仑或劳拉西泮（如果暂时没有口服剂型，则可口服静脉剂型）或直接

静脉给药 

� 可以选择直肠给予安定，但起效较慢 

 

用药后 5-10 分钟无缓解 

� 重复上述剂量 

 

再次用药 5-10 分钟后仍无缓解 

� 三聚乙醛灌肠——与油等体积混合 

 

如果抽搐持续无缓解 

� 大多数家长希望住院静脉输注治疗（常用劳拉西泮、苯妥英钠或苯巴比妥） 

� 有些时候对于生命体征稳定的患儿，可给予麻醉药和气管插管 

� 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居家治疗抽搐很困难，需要住院治疗 

� 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家长迫切希望在家中治疗，需联系当地诊所或儿科医

生，给予皮下注射苯妥英钠或苯巴比妥 

 

终末期患儿的抽搐治疗 

� 与其他终末期症状类似，患儿家长对于抽搐发作的恐惧远超过患儿自己。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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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患儿家长或监护人在临终阶段抽搐发作的可能性，尤其是高危患儿，同时亦需

培训他们如何使用药物，家中需备有咪达唑仑，以防万一。 

� 咪达唑仑是治疗的首选药物。此外如果患儿居家治疗，家长可以用地西泮或三聚

乙醛灌肠有助于控制抽搐发作，家庭成员应对患儿进行定期给药。 

� 偶尔可以使用咪达唑仑皮下注射，但需要注意长期使用可使耐药性增加，大剂量

咪达唑仑可导致快速抗药反应，在该情况下，可使用苯妥英钠或苯巴比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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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如何处理肌痉挛和肌强直？ 

你可能已经知道： 

� 肌痉挛是指肌肉紧张或僵硬，而肌强直是指肌肉持续收缩（痉挛） 

� 发生原因包括遗传基因异常、出生后窒息、脑病、感染、缺氧、颅内出血、药物

（如胃复安、吩噻嗪类）或其他神经损伤 

� 肌痉挛会感到剧烈疼痛（疼痛严重程度类似于小腿抽筋或分娩时的疼痛） 

� 肌痉挛和肌强直严重到会导致大关节的半脱位和脱位（可以想象其疼痛程度） 

 

你可能还不了解： 

� 肌痉挛和肌强直大多同时存在。 

� 医护人员常常忽略肌强直导致的疼痛和其他症状。 

� 虽然肌痉挛和肌强直多同时存在，但因其发生机制略有差异，故治疗方法也有所

不同。 

� 脑损伤可降低γ-氨基丁酸（一种令人放松的神经递质）活性，从而导致肌痉挛。 

� 脑深部结构（如基底神经节、丘脑和小脑）损伤可改变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活性，

从而导致肌强直。 

� 除了疼痛，肌强直和肌痉挛对患儿的生活还会产生其他严重影响，包括活动减少

或消失（甚至控制性运动）、极易疲劳、肌肉挛缩导致骨骼和关节畸形、（骨骼

生长）缓慢或骨骼不对称性生长可导致身材矮小或畸形、分泌物过多、流涎、消

化道动力不足导致的喂养困难。 

� 任何使我们感觉“神经敏感”的事情都可触发肌肉痉挛（如疼痛、寒冷、发热、焦

虑、噪音、膀胱充盈或便秘、恶心）。 

� 由于肌肉痉挛本身可引发疼痛和焦虑，患儿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疼痛或焦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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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肌痉挛，而痉挛再引发疼痛或焦虑，如此反复） 

� 肌痉挛和肌强直很难治疗，治疗药物不良反应过多，导致其使用受限。 

� 因此，非药物治疗远比常规治疗更为重要。 

� 肌强直不同于癫痫，但两者有共同之处且经常同时出现。 

 

肌痉挛和肌强直的临床评估 

� 肌强直是一个临床诊断，如果你怀疑患儿出现肌强直但不确定，可以咨询同事。 

� 评估的目的 

² 明确是否存在肌强直，寻找病因和可能的合并病症、对身体功能的影响，触发

因素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 可能的病因 

² 在舒缓治疗中通常较为容易判断，如果无法判断，需要回顾母孕史、出生史、

既往史、生长发育史、药物史和家族史。 

� 合并疾病 

² 是否有强直、关节问题、肠道功能障碍和抽搐问题。 

� 功能影响 

² 详见“如何评估患儿及家长的需求”章节， 好的评估方法是详细询问患儿或

患儿家庭一天 24 小时的日常生活。 

� 诱发因素 

² 在舒缓治疗中诱发痉挛的主要原因为情绪紧张或感到压力，常见的诱因包括疼

痛、尿潴留、便秘、并发症、噪音、亮光、陌生的坏境或人、癫痫。 

� 并发症 

² 是否伴有疼痛、胃食管返流、便秘、关节问题、龋齿、反复呼吸道感染、焦虑

和激动。 

�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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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尽量描述肌强直的特点，评估机体功能损伤的程度，寻找其他合并症状和并发

症以及活动障碍。嘱咐家长录下患儿发作时的情况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患

儿就医时未必会发作。 

 

强直和痉挛的临床治疗方法 

适用于所有患者 

� 评估全身机体功能，并解决活动、体位、喂养、洗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 耐心聆听患儿家长倾诉，由于个体差异，大多数家长都了解如何使用特定的体位、

技巧或方法帮助患儿缓解痉挛 

� 找出所有社区资源和可以互相合作的治疗团队 

� 在安静的环境中由患儿熟悉的家庭成员进行安抚 

� 指导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理疗 

� 温水浴或水疗有一定的效果 

病因治疗 

� 停用诱发强直痉挛的药物 

� 治疗便秘或尿潴留 

� 确保环境熟悉、舒适且安静 

� 尽可能消除和治疗所有引起疼痛的病因 

� 控制癫痫的发作 

 

镇痛 

� 尽管单纯的镇痛药物不能有效地缓解肌痉挛引起的疼痛，但不一定无效。因此总

体治疗方案中值得一试，可参考 WHO 标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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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药物 

� 根据作者的经验，治疗肌痉挛和肌强直的药物差异很大，疗效并不明确，尚无充

分有效的治疗方案。 

� 抗肌痉挛药物可以改善肌张力，但是总体弊大于利，因为其可能影响患儿的机体

功能或降低患儿的生活质量（如只有痉挛发作时患儿才能坐着或站着） 

� 抗肌痉挛药物可能会导致嗜睡和其他副反应，如重度流涎 

� 可选用巴氯芬和/或地西泮（或其他苯二氮卓类药物）作为抗肌强直和肌痉挛的一

线用药 

� 替扎尼定和丹曲林做为骨骼肌松弛药，有助于缓解肌强直和肌痉挛 

� 如果肌痉挛无好转，可试用抗胆碱类药物（如苯托品）或多巴胺拮抗剂（如四苯

喹嗪 ） 

� 建议咨询神经内科医生 

 

物理治疗 

� 根据肌强直的部位，给予不同的局部和物理治疗方式 

� 将肉毒杆菌毒素直接注射在强直的肌肉内可有效缓解肌痉挛，但需要数周才能达

到 佳疗效 

� 鞘内持续注射巴氯酚可有效治疗全身性肌强直 

� 手术可以缓解肌强直或肌痉挛导致的疼痛、因畸形导致功能障碍、脱位或半脱位 

� 支架、脊柱融合术或可改善脊柱畸形（和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但不能缓解痉挛

或强直。请注意如果患儿痉挛发作导致与支架产生抵抗，可能加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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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如何处理舒缓治疗中出现的皮肤问题？ 

你可能已经知道： 

� 皮肤问题非常普遍 

� 皮肤问题通常困扰患儿及其家长，但常常被大多数医务人员忽略或轻视 

� 大多数皮肤问题的改善得益于简单的皮肤护理意见 

� 即使你不能准确地知道（皮肤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但还是有很多简单而系统

的皮肤问题管理方法 

 

你可能不知道： 

� 据估计，92%的 HIV 患者在病程中都曾出现皮肤问题 

� HIV/AIDS 患儿出现皮肤问题的常见病因包括：细菌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

（尤其是疱疹病毒）和叮咬（特别是疥疮） 

� 皮肤问题会随着 HIV/AIDS 疾病的进展而加重，例如念珠菌感染，口腔粘膜白斑、

毛囊炎、单纯性疱疹和软疣； 

� 肿瘤患儿亦会出现蕈样肿瘤、褥疮和多汗症（特别在淋巴瘤患儿中）； 

 

如何分辨皮肤问题？ 

通过图片获取皮疹和斑丘疹的信息远比单纯的阅读效果好。本书中我们不能提供相

关图片，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免费信息（http://www.dermatlas.org/derm）； 

 

然而，如果你不能自行解决目前皮肤的问题，也没有专业医生进行咨询，下列表格

可以给你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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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丘疹？ 水疱？ 皮肤干燥/鳞片

或伴有薄斑？ 

是 是 是 

考虑软疣，疣

或卡波氏肉瘤 
考 虑 单 纯 疱

疹，带状疱疹

疣或葡萄球菌

感染 

考虑脂溢性

皮炎，真菌感

染或银屑病 

是否有瘙痒 

是 

丘疹？ 

否 

考虑单纯皮肤

干燥，过敏或

接触性皮炎 

艾滋病相

关性痒疹 

仍不明确或对治疗无反应？ 

考虑药物反应（如磺胺类药物，ART’S 或抗结核药物），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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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进行一般皮肤护理？ 

通过一般的皮肤护理，大多数皮肤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因此鼓励所有家庭能够

养成良好的皮肤护理习惯。 

 

干预措施 原理 

一天内的全身清洗、泡澡或淋浴避免超过 1 次以上。 

不要使用肥皂或婴儿沐浴露洗澡，可以用水性乳膏、乳化膏或沐

浴精油替代； 

沐浴后需涂抹一层厚厚的保湿霜（如水性乳膏、乳液）； 

用保湿霜进行全身保湿，每天至少三次； 

用沸水加湿空气。 

防止皮肤干燥，减少皮肤自身

水分的流失。干燥的皮肤会出

现裂纹，因而更容易感染和过

敏。 

使用柔软不粗糙的海绵、浴巾和毛巾； 

轻轻地拍干皮肤而不是擦干； 

不要留长指甲，保持指甲边缘光滑； 

当皮肤出现瘙痒，鼓励患儿不要挠痒，而是用手指轻拍瘙痒处 

小婴儿可戴连指手套以防止指甲抓伤。 

避免皮肤受到机械刺激。 

皮肤瘙痒可以外用乳酸、尿素（10%尿素霜）、乳酸钠保湿霜、

或 20%水杨酸。 

增加或帮助皮肤保湿 

外用霜和乳膏应储存于阴凉处或冰箱中。 凉爽的感觉有助于止痒 

避免穿戴紧身衣或材质不能吸汗的衣物。 避免皮肤受到机械刺激 

建议使用不含香味的产品  香氛类产品通常含有香精，可

引发部分患儿的过敏反应 

避免使用含有羊毛脂的乳霜 这些产品较易引起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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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皮肤瘙痒？ 

常见原因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引起皮肤瘙痒的 常见原因包括 

� 单纯的皮肤干燥（干燥病） 

� 特应性皮炎 

� 接触性皮炎 

� 疥疮 

� 水痘 

� 梗阻性黄疸 

适用于所有儿童： 

� 基础的皮肤护理（详见前文） 

� 尝试找出并去除过敏原和引起刺激的物品 

� 外用足量润肤乳以保持皮肤湿润 

� 如果接触不可避免（如尿布包裹区域），可以使用隔离霜（如氧化锌） 

� 尿素霜可帮助缓解皮肤瘙痒 

� 具有轻度镇静作用的抗组胺药物可缓解瘙痒，尤其对夜间皮肤瘙痒有一定的帮助

（如：苯海拉明或扑尔敏）； 

 

皮肤瘙痒： 

� 可以尝试湿敷：把棉布浸润在高锰酸钾液、水或盐水中 

� 涂抹含有糖皮质激素的药膏（止痒）和/或碘络酮（防治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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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破损 

� 外用足量的激素霜剂（含有小剂量激素的霜剂可直接涂抹于面部或皮肤皱褶处，

含有中剂量至大剂量激素的霜剂可涂抹于全身其他皮层较厚的皮肤处） 

� 婴儿和新生儿可从小剂量用起（先使用 5%氢化可的松涂抹全身） 

� 如果怀疑有感染可加用氟氯西林 

脂溢性皮炎 

� 使用含有二硫化硒成分的洗发水 

� 或外用皮肤抗真菌乳膏 

� 或外用糖皮质激素药 

 

如何处理瘙痒性皮疹？ 

(瘙痒性丘疹性皮疹 PPE)? 

瘙痒性丘疹性皮疹（PPE）多发于儿童舒缓治疗中，尤其在伴有 HIV/AIDS 患儿中，病因包

括： 

� 昆虫叮咬和侵袭（如：疥螨、跳蚤和床虱） 

� 过敏（如：丘疹性荨麻疹） 

� 感染 

� 毛囊炎 

� 真菌感染 

 

一般治疗： 

� 治疗皮肤干燥瘙痒的方法同前 

� 外用糖皮质激素乳膏（先尝试外用 1%氢化可的松软膏，根据病情可逐渐加量） 

� 外用止痒药膏，如 UEA（含有 1%薄荷醇）或炉甘石洗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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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具有镇静效果的抗组胺药物（如：苯海拉明或扑尔敏） 

疥疮 

� 家庭成员需同时治疗 

� 清洗所有衣物和被单 

� 5%三氯苯醚菊酯霜（扑灭司林） 

� 全身涂抹 25%苯甲酸苄酯乳剂，保留 24 小时后洗去，婴幼儿可以加水稀释（1:2）后

涂 

� 1%γ-六六六霜：涂抹保留 24 小时后洗去 

� 5-10%硫磺软膏：每日使用，连续 3 日（适用于婴幼儿） 

� 伴有葡萄球菌感染时可加用氟氯西林 

 

毛囊炎 

� 根据经验，使用抗真菌、细菌和蠕形螨类药物以及抗炎药 

� 如：克霉唑或酮康唑；红霉素（外用或口服）和 0.75%甲硝唑乳液或添加类固醇（中

强量）溶液 

� 口服抗生素治疗疖肿（如：氯唑西林或红霉素） 

� 如果毛囊炎范围较大或治疗效果不佳，可以口服抗真菌药物 

 

真菌和酵母菌感染 

� 局部感染可以外用抗真菌药物 

� 如果感染范围较大，可以全身性使用抗真菌药物 

 

如何处理非瘙痒性鳞屑斑和丘疹？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引起鳞屑斑和丘疹的常见病因包括： 

l 脂溢性皮炎：是位于浅表的油腻性鳞屑疹，不伴瘙痒，通常好发于鼻唇沟褶皱处、耳

朵、眉毛和前额（在 AIDS 患儿中症状更严重、累及范围更广） 

l 银屑病：分为 2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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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典型银屑病：一般位于四肢伸侧，表面有较厚的银白色鳞屑，用手轻刮后鳞

屑较深 

² 非典型银屑病：可表现（多见于 AIDS 患儿中）为红色病型（弥漫性、伴有

疼痛的皮肤炎）或脓疱型（脓疱进展快、播散迅速，常伴有红皮病） 

l 真菌感染：多分布于出汗多的区域，常常不对称分布，初为局部起病，后范围逐渐

扩大 

以上发病原因多见于 HIV/AIDS 患者； 

适用于所有患者： 

� 常规皮肤护理方法同前； 

 

脂溢性皮炎的治疗 

� 颜面部炎症性病灶可外用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如：1%氢化可的松） 

� 应用抗真菌药物（如：二硫化硒洗发水、克霉唑或酮康唑外用霜）有明显疗效 

� 干燥伴有鳞屑皮肤可以使用焦油制剂或水杨酸洗发水 

� HIV 感染的患儿给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有一定的作用 

 

银屑病的治疗 

� 外用中剂量的糖皮质激素霜（I、II 或 III 类）可减轻炎症反应； 

� 外用各种角质剥脱剂（如焦油制剂，水杨酸软膏）可减少皮肤鳞屑 

� 应用维生素 D 衍生物可较少细胞更替 

� 泛发性疾病需要全身系统性治疗，但可能出现免疫抑制（如：甲氨蝶呤） 

 

真菌感染 

� 保持身体皮肤皱褶干洁，并涂抹玉米淀粉或滑石粉 

� 早期给予外用抗真菌药 2-3 周，如 0.5%龙胆紫溶液或复方苯甲酸软膏或咪唑霜

（1%克霉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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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患儿初始治疗无效或有全身累及，可口服抗真菌药物（如：灰黄霉素、氟康唑、

酮康唑、伊曲康唑或特比萘芬）； 

� 使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儿需要注意药物交互作用，需要密切监测肝功能； 

� 体藓或头藓需要使用灰黄霉素治疗 6 周或以上，甲藓则需要数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治

疗。 

 

如何处理非瘙痒性丘疹和结节？ 

在 CPC 中，传染性软疣或病毒疣是非瘙痒性丘疹发生的主要原因 

 

传染性软疣 

� 保留继续观察，如果症状明显可以手术局部切除软疣，但治疗效果不佳。 

 

疣 

� 如果出现症状，可以外用 25%鬼臼脂或 50%三氯醋酸或手术局部切除治疗（疗效不

确定） 

� 尖锐湿疣（为 HIV/AIDS 患儿中较为严重的疣状损害）：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外用

药物疗效较好，但亦需要手术切除治疗甚至是放疗 

 

如何处理疼痛性水疱？ 

疱疹（单纯疱疹或带状疱疹）是舒缓治疗中引起疼痛性水疱的主要原因。疾病以皮肤疼痛、

麻刺感和麻木为首发症状，伴随囊疱疹破溃， 终结痂。在重症 HIV 中，疱疹可全身播散。 

 

局部疱疹 

� 按照 WHO 指南进行疼痛治疗 

� 应用局部抗菌剂预防继发感染。据说赤素馨花叶子的汁液可作为局部麻醉剂 

� 疱疹较少时，可外用阿昔洛韦药膏，如多发疱疹可口服阿昔洛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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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露 48-96 小时内，可预防性接种水痘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VZIG）125U/10kg

（ 大剂量 625U） 

 

带状疱疹 

� 治疗方法同前，常规全身性使用阿昔洛韦进行抗病毒治疗 

� 暴露 48-96 小时内，预防接种水痘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VZIG）125U/10kg（ 大剂

量 625U） 

 

广泛传染性疱疹 

对于 AIDS 患儿，特别是全身性、传染性疱疹，或患者无法口服药物，可以考虑住院治疗。 

 

如何处理蕈样肿瘤？ 

在舒缓治疗中，皮肤肿瘤相对常见，尤其多发于 HIV/AIDS 患儿。 

 

溃疡性病变 

� 定期用生理盐水冲洗 

� 外用抗生素，如甲硝唑乳剂（若可获得）或自制乳霜（1 管水溶性乳霜、40 粒 400mg

甲硝唑片碾碎和 10mg 吗啡粉末充分混合） 

� 评估患儿溃疡的清洁状态，是否坏死、分泌物量的多少，从而根据下表选择正确的

敷料方式 

� 如果无法获得上述敷料，可以尝试使用身边的物品，如有蜕皮可以涂抹熟木瓜（压

碎每天涂抹 2 次，持续 5 天），有坏死和伤口可以用碎木炭、新鲜酸奶或蜂蜜 

 

恶性肿瘤 

� 放疗和/或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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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相关的皮肤溃烂 

�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常可导致肿瘤衰退 

下表列出了舒缓治疗中合理的敷料选择 

溃疡清洁，伴有中至大量分泌液（上皮性） 

� 石蜡纱布 

� 纤维针织敷料 

 

溃疡干洁，伴有少量分泌液（上皮性） 

� 可吸收性、有孔的、塑料贴膜敷料 

� 透湿的粘贴膜敷料 

 

溃疡清洁、持续有分泌物（颗粒型） 

� 亲水胶体 

� 海绵 

� 海藻酸盐 

 

蜕皮覆盖的溃疡 

� 亲水胶体 

� 水凝胶 

 

溃疡干燥、坏死 

� 亲水胶体 

� 水凝胶 

敷料的类型详见网页 http://dermnetnz.org/procedures/dress-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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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多汗症（出汗过多）？ 

儿童舒缓治疗中引发多汗症的原因包括：HIV/AIDS、感染、淋巴瘤、结核和阿片类药物副

反应。 

 

适用于所有患者： 

� 向家长解释清楚多汗症不会恶化、而且非常常见，使他们安心 

� 经常擦汗；建议使用吸汗性良好的衣物和床单 

 

外用药物治疗 

� 可在多汗区外用氯化铝六水合物（ACH）：注意使用药物后需要数周才能达到 佳

疗效。开始每日 1 次，注意可能造成局部刺激，导致患儿停用。如果发现刺激反

应，可停用 ACH 改用氢化可的松霜两天一次，直到刺痛缓解后继续使用 ACH。 

 

内用药物治疗 

� 内用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但是少部分病人给予抗胆碱药物（如甘罗溴铵、奥昔布

宁、阿米替林）后症状改善。如果多汗伴随焦虑，且病因明确，予以普萘洛尔或苯

二氮卓类药物（劳拉西泮）有助于重症患者症状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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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怎样处理儿童焦虑？ 

你大概已经知道  

l 对于患有致命疾病的儿童，焦虑很普遍 

l 患儿对常规的、开放性的、支持性的和边界清楚的事物反应良好 

l 而对变化的、不确定的、沟通不畅的、紧张的家庭和学校生活反应较差 

l 简单的方法如改变环境使其更加温馨，可能会有很大帮助 

l 谈话治疗和药物治疗一样重要 

 

你大概不知道： 

l 患有致命疾病的患儿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孩子并无不同 

l 然而他们却经常承受着生活的巨变和不确定性 

l 即使情况非常糟糕，尽可能使事情正常化也是可能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l 孩子们非常有弹性，他们通常可以接受非常艰难的事实，但往往不知如何应对欺骗或虚

假的安慰 

l 你的焦虑和家人的焦虑是可以传染给孩子的 

 

处理儿童焦虑的有效的方法 

倾听 

l 坐下来倾听需要勇气，尤其在你害怕孩子会问或说些什么的时候 

l 但你可以做的 有帮助的事情就是深入地倾听，尽量清晰了解患儿的想法、担忧、思想、

情感和恐惧，这本身就是深入的治疗 

 

正常化 

l 对一个即将死亡的孩子谈论正常化，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这非常重要 

l 尽管正视孩子即将死亡的事实很自然，但实际上在孩子仅存的生命中还有许多事情是可

以正常化的。所以将所有你可能正常化的东西恢复正常。让生活尽量按预期进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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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期望值。不要对家庭的日常生活和范围做不必要的改变，尝试或者尽量让孩子呆

在学校（如果他/她愿意的话）。 

l 使焦虑正常化，尽管听起来很奇怪：焦虑是正常的，也是可以适应的。孩子有严重的身

体疾病，可能面临死亡，因此焦虑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这可以帮助孩子简单的理解事

实。 

 

处理无用的想法 

l 因为孩子即将死去，所以一些悲惨或毫无无用的想法听起来会非常奇怪，但事实并非如

此。例如我照顾过的一个孩子十分害怕死亡，因为她害怕蠕虫。当我们给她解释说她死

后不会清醒也不会感觉到蠕虫，她就变得不再那么焦虑。 

l 发现或者挑战恐怖的想法，或在必要时讨论恐怖的思想可以帮助孩子面对恐惧。 

 

教孩子有用的做法 

l 有一些行为你可以教导或鼓励孩子去做，这些会自然而然成为孩子开心时选择去做的事

情，例如，拥抱，玩耍，听音乐或演奏，看电视等等。尽量让这些事情发生。 

l 大一点的孩子或青少年通常对于呼吸术，渐进式肌肉放松以及引导性观想/放松疗法非

常配合，所以在网上找些资料，并让他们一展身手 

 

不要错误或过度的安慰 

l 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孩子知道他们会死去，即使他们并不确定死意味着什么（死亡是

谁？） 

l 错误或过度的缓解焦虑就像是在说谎，孩子们知道你是在说谎。如果他们不能相信别人，

焦虑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而并不是减轻 

l 这并不是建议你在孩子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笨拙的告诉他们，但一旦他们诚实地问出问

题时，你要温和诚实的回答并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建议，这比消除顾虑更有帮助  

 

管理好所有家属 

l 若家庭不够和睦，没有孩子能够保持平静。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家人都要和我们采取相同

的方式：深入地倾听、诚实地回答、处理好无用或错误的想法、引导孩子做出有帮助的

行为，并且尽可能的将事情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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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心理疗法 

l 孩子对艺术疗法、游戏疗法和音乐疗法反应良好，虽然没有正规的治疗师，但这应该成

为所有 CPC 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参考非洲 CPC 手册，从中你会知道如何在贫困地

区进行此类治疗 

l 大一些的孩子对认知行为方法的反应和一般的支持辅导相似 

 

药物使用 

l 尽管大一些的孩子服用抗抑郁药（SSRIs），苯二氮卓类药物或β阻滞剂可能会有所帮

助，但在姑息治疗的早期阶段药物通常无用，甚至可能会有副作用。 

l 然而，在生命的终末期，如果孩子变得焦虑，苯二氮卓类或者左美丙嗪都会有所帮助，

尽管这两种都是镇静剂。 

 

其他有用的资源 

l Goldman, A. Hain, R. Liben, S. Oxford Textbook of 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Second 

Edition. Oxford Textbooks In Palliative Medicine. OUP. 2012 

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11) Basic Symptom Control in Paediatric Palliative Care – The 

Rainbows Children’s Hospice Guidelines (9th Edition).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act.org.uk/page.asp?section=167&sectionTitle=Basic+symptom+control+for+ch

ildren%27s+palliative+care> 

l WHO guidelin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persisting pain in children with medical 

illnesses 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2/9789241548120 Guidelines.pdf 

l Amery, J. (Ed.) (2009)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 from: <http://www.icpcn.org.uk/core/core picker/download. 

asp?id=204> 

l Hain, R. and Jassal, S. (2009) Paediatric Palliative Medicine. Oxford: Oxford Specialist 

Handbook in Paediatrics 

l Regnard, C. (Ed.) and Dean, M. (Ed.) (2010) A Guide to Symptom Relief in Palliative Care 

Revised edition (6th Edition) Oxford: Radcliff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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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Goldman, A. (ed.) (1994) Care of the Dying Child. Oxford: Oxford Medical Publications 

l Children’s BNF [online] available from < http://bnfc.org/bnfc/ index.htm> 

l Cancerpage.com (2007) Pain Relief for Children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cancerpage.com/centers/pain/pediatrics p.asp> 

l Paediatric Pain Profile (n.d.)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 ppprofil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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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怎样处理生命终末期的急重性晚期症状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紧急事件在医疗护理过程中随时都会发生 

l 处理紧急事件 好的方法是通过做好预期或者计划避免他们的出现— 

l 如果你受过良好培训且准备充足，便能在紧急事件确实发生时，更容易地解决 

l 恐慌毫无用处，且会让人更加无力，因此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规则规避它 

 

你可能发现有用 

l “急重性晚期事件”是指生命终末期出现的令人特别不愉快的症状，孩子会死于这些症

状 

l 孩子的死亡对一个家庭而言十分痛苦，而且无论你做什么，这件事都会发生。处理急重

性晚期事件的目的是减少孩子所遭受的痛苦，不要让孩子和家庭承受死亡过程以外的其

他痛苦 

 

第一章 处理急重性晚期事件的黄金守则 

大多数情况下，接受过姑息治疗的患儿死亡时都不会有很痛苦的生理症状。但是，孩子死

亡时还是可能有痛苦的症状出现，例如剧痛、抽搐、急性呼吸道阻塞、大出血及极其焦躁，

在这种情况下，以下五个黄金法则会很有帮助： 

 

1.不要恐慌 

如果你发现孩子正在遭受急重性晚期事件，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紧张，或者你觉得自己根

本无力处理此类事件。不论你感觉如何，保持镇定并控制好情绪（即使你内心并非如此），

这样孩子和家人都会感觉好一点。 

 

镇静和恐慌一样，都是会传染的。恐慌不会帮助任何人，所以尽量保持冷静，立刻注视

下方，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想象在你的大脑或心里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那里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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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你的感觉。松开肩膀和下巴，再次进行深呼吸，然后抬头。 

 

如果你仍然感觉有些恐慌，找个理由出去一会（打个电话，或者在包里翻东西，或者去

车里取东西都可以），直到你冷静下来。 

 

总之，提醒自己： 

l 孩子就快会死去，你没有办法阻止 

l 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难过的经历，你也阻止不了 

l 你不可能把事情搞的更糟糕 

l 总会有些症状你可以控制，你也可以说一些安慰的话 

即使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无用，你只要呆在旁边就可以帮助

家人感受好一些，所以坚持住。 

 

2．完美地评估 

像其他时期一样，控制症状的关键是做好评估。在生命的终末期，病情发展快速且变化

很快。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快速进行评估，每分钟都很重要。 

 

眼睛和耳朵对于评估眼下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但你的大脑和想象力也同样重要。思考

并想象下一步将发生什么，孩子以及家人会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如何，怎样帮助有用，什么

帮助可行。 

 

记住有些时候，当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绝望，以至于忘记了治疗起效需要时间，

尤其是痉挛，看上去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当你尝试一种治疗方法时，给予其足够的起

效时间后再进行重新评估。 

 

3 .抱 好的希望，做 坏的打算 

大多数急重性晚期症状是可以预测的，只是有些时候你还没做好准备他们就猝不及防来

到了。你可以做的 好的事情是提前在你的脑海里过一遍可能会发生的 坏情形，并且精确

练习处理方法，保证你和其他人在事件发生后都知道如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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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允许的话，试着安排一场关于儿科及宁养服务的会议，讨论并记录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并且达成详细的护理和处理计划。许多在生命终末期想要居家治疗的孩子，都会在临近死

亡时出院返家。 

 

保证你或者家属有个急救药箱，里面装着紧急事件发生时需要的药，包括注射用咪达唑

仑（或劳拉西泮），注射用海洛因或者吗啡，广谱止吐药比如左美丙嗪，东莨菪碱等。 

 

如果孩子发生急重性晚期事件的风险较高（比如脑瘤患儿会出现晚期癫痫，血小板较少

的患儿会出现出血事件），这些必须跟家人或者护理人员解释清楚。 

 

虽然提前提出这些事情很具挑战性，但是知情的家庭通常更能控制局势。与家人讨论也

非常重要（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和孩子讨论），清除在这种情况下用药的错误观点。因为有

些时候，人们会错误的认为在生命终末期给药是安乐死的的一种方式。但是，孩子可能或者

经常会因为在发生急重性晚期症状时给药而导致快速死亡，这并非故意，只是巧合，因为急

重性晚期事件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生命即将结束。 

 

这是一个细微的伦理差别，这个话题在伦理章节讨论的比较多，但在本章这个问题也非

常重要。如果让家属感觉是他们同意使用药物将儿童安乐死，那会导致终生的罪恶感。因此，

提前确保家属知道这点：如果需要用药，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让无法避免的儿童死亡更加平静，

少一点痛苦。 

 

4.尽可能的治疗 

虽然可能发生多种急重性晚期事件，但幸运的是，所有事件都可以用一个通用方法解决，详

细如下： 

治疗急重性晚期事件的主要目的是： 

l 减少疼痛 

l 减少恐惧 

l 必要的时候为减少痛苦降低病人的清醒程度 

 

5.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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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知的恐惧通常大于对已知的恐惧。整个经历对于孩子来说是全新的，可能对整个家

庭来说也是第一次。他们会把你看做是雄鹰，不断的检查并再三确认你能带领他们在尽量少

受伤的情况下经历这个过程。 

 

孩子在他们死亡的时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意识。如果他/她有意识，尽量让他/她参与，

这样他/她会感觉到有选择或者控制权。 

 

预料可能会发生的急重性晚期事件： 

l 详细讨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的以及 坏的），将每一个细节解释给孩子听，并告

知其准确的计划： 

² 比如，“你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会喘不过气来，这是预料之内的，到时我们会

给你用些药，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l 尽量让孩子参与到所有计划中来，这样能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² 比如“如果你觉得喘不过气来，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能做到吗？很好，我需要

你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做我教给你的特殊呼吸练习，我们现在再来练习一遍怎么

样？” 

l 同样，对于家庭成员，要详细的讨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的以及 坏的）。详细解

释每个细节，就准确的计划达成一致： 

² 比如，“安德鲁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会呼吸困难，那是预料之内的，我们会给

他用药来帮助他。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l 尽量让家人参与到所有计划中来，这样能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² 比如“如果安德鲁觉得喘不过气来，我需要你们帮助我。蕾切尔（妈妈），我

需要你拥抱他让他感觉到安心，但是不要太紧。尽量保证他能够看见你。托尼

（爸爸），我需要你准备一个风扇，轻柔地吹他的脸让他感觉的周围有足够的

空气。萨拉（姐姐），我需要你和安德鲁一块做呼吸训练并帮助安德鲁想一些

其他的事情，当他累的时候给他唱首歌。你能做到吗？” 

写一个症状处理计划，家人或者其他参与者人手一份，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怎么去做（参考

“怎么写症状处理计划”章节），你可以将其作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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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CPC 中急重性晚期事件的实用方法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孩子快速的安静下来，比如生命终末期出现急性上呼吸道阻塞，严重的出

血或者抽搐时。处理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用相同的基本方法：使用咪达唑仑（或等效药物）

或者吗啡（或等效药物）让孩子快速镇静下来。 

l 口服咪达唑仑（如果口服不行可肠胃外给药）0.5mg/kg 或者直肠给予同等剂量的地西

泮。每 10 分钟给予一次咪达唑仑或者每 20 分钟给予一次地西泮直到完全镇静下来。对

于症状较轻者，考虑给予地西泮。 

l 口服（如果无法口服，需注射）0.2mg/kg 的吗啡或者同等剂量的海洛因，后者更易吸收，

不足 6 个月的患儿剂量减半。每十分钟给药一次，直到完全镇静下来。 

l 尽快持续地皮下或者静脉注射咪达唑仑 0.3mg/kg/24 小时以及吗啡或海洛因，吗啡或海

洛因的剂量应至少等同于缓解爆发性疼痛时静脉注射的剂量。 

l 需要的时候不要害怕快速增加剂量。请记住吗啡止痛没有 大剂量，生命终末期发生的

事件经常变幻莫测。 

l 提前准备好处理吗啡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反胃、呕吐和便秘等） 

向家属解释使用镇静剂并不会加速或导致死亡，只是为了缓解焦虑，而有时焦虑会引发

非常痛苦的症状。 

终末期快速镇静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痛苦，理解这点尤为重要。虽然从定义上看，安乐死

也是让病人无痛苦的死亡，但是终末期镇静并不是安乐死的一种形式，孩子通常是由于疾病

导致迅速死亡。 

 

第二章 怎样处理生命终末期的烦躁和焦虑 

晚期的焦虑和烦躁可能是由疾病本身所致，也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代谢改变所引起，不幸的

是，你对此无能为力。 

 

尽量避免以下下几点： 

l 不受控制的潜在疼痛：尤其是褥疮 

l 尿潴留 

l 严重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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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隐性感染 

l 药物引发的焦虑 

 

姑息治疗中，处理昏迷或者焦虑的经验尚且不足。但一致认为氟哌啶醇是治疗幻觉 有效的

药物，同时有镇静的作用，虽然镇静效力不如苯二氮卓类，或不如与氟哌啶醇联合使用。另

一种可抗幻觉且有镇静作用的药物是左美丙嗪。 

 

第三章 生命终末期如何处理大出血 

虽然罕见，但是大出血在某些疾病或其并发症（比如范可尼贫血，肝脏疾病末期血管扩

张出血，骨髓衰竭等）的晚期可能会出现。要提前做好决定，不然办理住院及紧急输血会比

较拖延。 

 

大出血对于孩子及家长来说都极度恐怖。若大出血可能导致死亡，就要尽力寻求专家协

助来避免大出血的发生（比如血小板输注或者用氨甲环酸治疗）。  

 

如果存在晚期出血的可能性，尽量长时间的给予孩子或者年轻人口服氨甲环酸。在一些

国家，处于生命终末期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可以在当地儿科诊所的协助下，在家里接受血小板

输注，每周两次。 

 

在许多病例中，急速出血会使孩子很快失去意识，并不会经历很长时间的痛苦。少量的

快速出血可能不会导致孩子失去意识，使用快速终末期镇静药物（见上文）可以减少孩子的

焦虑。 

 

姑息治疗阶段惯用黑色床单和睡衣，这样会使出血不像在白色的亚麻布上那么明显。在

姑息治疗中，鼻塞或者纱布棉条应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以便处理紧急鼻出血。 

 

第四章怎样处理生命终末期的急重性上呼吸道阻塞（窒息） 

如果上呼吸道阻塞由并发症引起（比如吸入外来物体导致吞咽困难），尝试使用儿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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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方法（小一点的孩子使用拍击后背的方法，大一点的孩子使用海姆利希法）清理气道。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吸氧。 

 

如果气道阻塞不可逆且因疾病所致（比如肿瘤阻塞），要尽快让孩子镇静下来 

如果呼吸困难很严重并且疑似晚期症状，建议使用快速终末期镇静剂（见上文）以帮助孩子

缓解焦虑。 

 

第五章 怎样处理生命终末期脏乱的分泌物 

适用于所有患者 

l 把孩子的头放低，以便分泌物从嘴里流出 

l 保证无肺水肿或已用呋塞米治疗（注意在生命终末期常常因为医源性液体过量造成

肺水肿） 

l 如果你怀疑孩子不仅仅是呕吐，还出现急性呼吸困难，参照“如何处理儿童呼吸困

难”章节进行操作 

l 如果有疑问，两方面都处理。 

 

如果呕吐依然持续 

l 考虑皮下注射丁溴东莨菪碱或者格隆溴铵（竞争性毒蕈碱拮抗剂）来减少呕吐 

l 30 分钟后检查并重复使用 

l 每 4 个小时重复一次，或者改用东莨菪碱贴片或者皮下输注东莨菪碱或格隆溴铵 

l 只在孩子失去意识时才可以采用抽吸，而且手法必须轻柔 

 
其他可能有用的资源 

l  Goldman, A. Hain, R. Liben, S. Oxford Textbook of 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Second 

Edition. Oxford Textbooks In Palliative Medicine. OUP. 2012 

l  Amery, J. (Ed.) (2009)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in Africa Chapter 18. Oxford: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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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from <http://www.icpcn.org.uk/core/core 

picker/download.asp?id=204> 

l  Hain, R. and Jassal, S. (2009) Paediatric Palliative Medicine. Oxford: Oxford Specialist 

Handbook in Paediatrics 

l  Regnard, C. (ed) and Dean, M. (ed) (2010) A guide to Symptom Relief in Palliative Care 

Revised edition (6th Edition) Oxford: Radcliffe Publishers 

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11) Basic Symptom Control in Paediatric Palliative Care – The 

Rainbows Children’s Hospice Guidelines (9th Edition).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act.org.uk/page.asp?section=167&sectionTitle= 

Basic+symptom+control+for+children%27s+palliativ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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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如何跟孩子玩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玩耍是儿童认知事物，建立自信和处理压力 重要的唯一方法 

l 玩耍并不只是玩，它能够刺激发育，分散注意力，帮助儿童探索世界，融入社会及

进行娱乐 

l 在姑息治疗中，许多孩子被迫中断正常的家庭生活，许多活动受到限制，所以相对

于健康儿童他们更需要玩耍 

l 许多健康工作者对于和孩子玩耍感到焦虑并且缺乏信心 

 

你可能不知道 

l 孩子能够在玩耍的过程中表达一些无以言状的焦虑和恐惧 

l 对于经历过被诊断为致病性疾病和创伤性医疗的孩子，玩耍是一种治疗干预 

l 除进行全面医护之外，玩耍对于患有致命疾病的孩子，是个有价值的补充治疗方法 

l 患有致命疾病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障碍和学习问题 

l 患有致命疾病的孩子相对于其他孩子更容易失去玩耍的机会，即使他们需要玩耍帮

助他们处理和忍受疾病 

l 即使是病入膏肓的孩子，也可以在协助下进行玩耍 

 

玩耍及发展的重要原则 

l 孩子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小大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感受和体验世界；用

不同的思维模式理解世界，而且交流和行为方式与成人非常不同。如果我们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理解孩子就会很难，被他们理解也很难 

l 孩子的发育速度和发展方向有很大不同，所以不要提前判断孩子的发展情况 

l 孩子会从他们观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从人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从他们出生后看到、

听到、经历过的事情中学习 

l 孩子有学习的关键期。我们在 5 岁之前学到的东西比我们之后的人生学到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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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加起来都多 

l 在缺少某些相关刺激时，孩子的部分大脑会变得不活跃，萎缩， 终永久的失去功

能 

l 你每天见到的许多孩子，在他们的环境中并没有能够让他们充分利用学习关键期进

行学习的必要条件。 

l 孩子的大脑刺激并不困难: 抚摸、聆听、观察----所有的婴儿感官都可以通过简单的

方法来刺激，比如谈话、玩耍、拥抱和安慰孩子，满足他们所有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l 玩耍能够促进身体、情感、社交、认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对于生病和脱离正常生

活轨迹的儿童，这些技能在儿童时期尤其重要 

l 对于患有致命疾病，历经创伤和压力的儿童，玩耍可以 自然的帮助他们驱除疾病

的侵害，面对疾病的创伤及即将到来的死亡，并尝试掌控他们的自我世界 

 

玩耍类型简介 

有许多类型的玩耍，也有很多玩耍的分类方式，比如： 

l 协调玩耍：婴儿与父母或者其他人的情感协调，比如眼神交流、微笑、谈话/笑

声。 

l 身体玩耍：肌肉、神经和大脑功能综合作用帮助孩子了解他们的身体及周围的

环境。 

l 社交玩耍：与其他人的交际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社会准则，比如给与拿，互惠，

合作与分享。 

l 语言及叙述性玩耍：融入语言及故事可以帮助孩子了解自己、周围的其他人和

他们的文化。 

l 建设性玩耍：利用孩子周围的环境创造事物，可以给予他们价值感及成就感，

锻炼他们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灵活性。 

l 幻想性玩耍：扮演新的角色及环境，可以让孩子尝试新的语言、情感、思想及

挑战。 

l 有规则的游戏：能够让孩子理解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及社会约定与规则。 

 



 

  121 

儿童舒缓治疗中，与孩子玩耍的实用性指南 

l 缺乏照顾的孩子，被忽略或者虐待的孩子或者长时间生病的孩子可能未曾玩过玩具。

所以你需要一开始就按照下面所述建议为孩子示范如何玩玩具。然而，耐心一些，

孩子开始尝试踢球、建迷宫或者涂画之前，比其他孩子给予更多的演示时间。 

l 而在很多贫困地区做舒缓治疗时，没有钱去买昂贵的玩具。但是记住，孩子们丰富

的想象力可以把很多东西做成玩具，甚至有些我们会忽略的东西也会改变成玩具。

下面是一些做法简单或者用日常的家庭用品就可以做成的玩具。 

l 记住玩具必须安全和干净。姑息治疗的孩子有很大的感染风险，所以玩具必须保持

干净，如果坏了或者不安全了，一定要扔掉。 

 

与 0-18 个月的孩子玩耍 

l 合适的玩具：手机、图片、音乐玩具、拨浪鼓、积木、坛坛罐罐、塑料容器、大型

迷宫、可以挤压或者咀嚼的不同材料、用绳子拉着的玩具（比如彩色的塑料瓶子）

或者能够碰撞的东西（比如锅勺）和大的玩偶。 

 

l 对 0-18 个月的孩子，护理人员应持有的玩耍理念 

对孩子的声音做出反应，进行眼神交流、注重社交及粗大运动、微笑、让孩子玩你

的手指、说话唱歌、玩藏猫猫及躲猫猫游戏、做鬼脸、玩丢东西和找东西游戏、给物体

命名、摇拨浪鼓、接触不同材质的玩具、鼓励孩子爬着去够玩具。 

 

18 个月到 3 岁的孩子 

l 合适的玩具：可以骑的玩具、推拉玩具（比如电线汽车），沙坑和沙坑玩具（比如

勺子、漏斗、塑料瓶子、带盖的罐头瓶子），可编织及折叠材料、蜡笔、彩笔及粉

笔、木质积木、能够爬进爬出的盒子、可供打扮的衣服、柔软的玩具和木偶、厨房

工具、图画书、音乐及故事 CD、简单的音乐乐器和橡皮泥（你可以自己制作） 

l 1-2 岁孩子儿童护理人员的玩耍理念：鼓励运动、藏东西、相互追逐、积木，模仿，

表演故事、学习家务活、阅读唱歌、讲故事、唱歌、拍手跳舞、为游戏命名、吹泡

泡、玩球、画画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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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的孩子 

l 合适的玩具：爬行工具：比如绳子、秋千、轮胎或者土丘；球或球拍；玩偶和柔软

的玩具；大拼图或者棋类游戏；玩具车（买或者用线做）；乐器比如鼓；连线珠子、

木块或者按钮；给娃娃穿衣服；建造工具；蜡笔、图画笔、铅笔；橡皮泥、胶水、

沙子；故事书和 CD；人偶。 

l 3-6 岁孩子护理人员的玩耍理念：出门做运动；假装打电话、捉迷藏、唱歌跳舞；

卡片及木板游戏；数数和数字游戏；木偶戏；读书；起名字；玩橡皮泥；打扮娃娃；

用家庭用品过家家；运动唱歌；玩沙子和水；蜡笔画画、玩球类和追赶游戏。 

 

6-12 岁的孩子 

l 适合的玩具：踏板车、滑板、手推车、球类运动及游戏、风筝、棋类游戏、玩偶及

毛绒玩具、玩具车、建筑材料、游戏拼图、废弃的电脑及键盘、可以打扮的娃娃、

小型的人和交通工具、艺术材料、书籍和音乐（条件允许的话）电脑及电视游戏。 

l 6-9 岁孩子护理人员的的玩耍原则：要善于观察；提供机会玩虚构游戏；鼓励孩子

建设及创造；帮助孩子总结及归纳东西；允许孩子玩竞技游戏和角色扮演；用木偶

来讲故事；玩语言类游戏，比如，让孩子找押韵的词或者同义词；鼓励创造性的写

作和诗歌；唱歌及跳舞游戏；团队运动；笑话及谜语；阅读（孩子读给你，你读给

孩子），出门去有趣的地方。 

 

规定孩子的玩耍区域： 

可能你没有多少可以支配的空间。但是，假如你有个合适的地方，下面是我们给出的几

点建议，指导你如何控制孩子玩耍的区域。 

一般情况下，有下面几条是非常好的： 

l 一个认知（思考）区：可以让孩子思考及学习 

l 一个读书区：孩子可以阅读或者给孩子读书 

l 一个幻想区：孩子打扮或者玩木偶 

l 一个户外区：做有活力的运动 

l 睡觉区：睡觉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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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地区可以拿什么材料玩 

如果你身处贫困地区，很难得到很多玩具。那并不是问题。孩子们会在任何环境中找到

玩耍的方法。大一点的孩子更擅长自己制造玩具—所以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咨询一下这些制

造玩具的专家。这里有一些可以帮助你开始的小建议： 

l 粉末状的涂料和墙纸胶、水混合起来使用的时间会更长 

l 如果钱不多的话，蜡笔是你制作玩具的 好的工具 

l 找一些旧杂志做剪切及粘贴 

l 可以混合面粉和水做成胶水来粘贴 

l 旧纸盒子、纸箱子和盖子对所有游戏都适用 

l 唱歌、跳舞,拍手都是免费的，给孩子找一个东西敲打是很简单 

l 许多孩子喜欢玩安全的家用器具 

l 沙锤可以用塑料的酸奶盒子制作，里面加入玉米粒、石头或者大米，用大一点的贴

纸或普通的纸和松紧绳子封住口，这样就可以随着音乐摇动 

l 自己制作橡皮泥 

l 用废弃的塑料、纸盒子和绳子制作球 

l 用旧绳子做成跳绳 

l 用荒废的土地作为户外玩耍区 

l 如果可以，你可以再弄点沙子 

 

你可能觉得有用的资源 

l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rticle 31 www2. 

ohchr.org/english/law/crc.htm. 联合国儿童权益保护法规定，玩耍及随意的娱乐是孩

子及不足 18 岁的年轻人的权利。 

l 好 的 玩 耍 — 应 该 给 孩 子 提 供 什 么 样 的 玩 耍 工 具

www.playengland.org.uk/Page.asp?originx 837hq 60550341588120v64o 20081065015y 

这份报告调查了玩耍给孩子的益处和不充分的玩耍资源的后果 

l 孩子玩耍的章法 www.playengland.org.uk/charter. 这个章程概括的八条声明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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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出了玩耍的情景 

l 童年早期免费的玩耍：一篇文学回顾 

www.playengland.org.uk/Page.asp?originx 9871bw 102416424017g62k 2008624223n.  

一个综合性的文学综述，集中讨论免费的玩耍及儿童早期 

l 有关孩子玩耍信息的关键资源  

www.ncb.org. uk/cpis/resources/factsheets.aspx.  

由 Children’s Play Information Services (CPIS)编译，这一报道列举了一些关于孩子玩耍

的关键的组织机构和信息资源。 

l 游戏工作原则： www.skillsactive.com/playwork/principles. 

这些原则创立了专业的及伦理的框架工作。描述了关于游戏工作的独特之处，为儿童工

作人员及年轻人提供给了游戏工作观点 

l 玩什么？www.sustrans.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  

这一部分着眼于积极的游戏带来的好处，以及怎样让游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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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我该如何为青少年提供舒缓治疗？ 

 

您很可能已经了解 

 

• 青春期是在生理、心理、精神和性发育各个方面迅速成长并富于挑战的时期 

• 与成人和幼儿相比有明显的不同，青少年有其自己特有的生理、情感、心理和社会的需

求 

• 青少年情绪波动幅度巨大、极其敏感、勇于冒险、容易冲动、兴趣广泛、脆弱感增加、

性意识觉醒并处于具体思维到抽象思维发展过程，以上所有特点均影响着青少年对其致命疾

病的体验 

 

您可能不知道 

 

• 世界范围内需要舒缓治疗的青少年的数目巨大 

•  青少年也许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所患的疾病、疾病预后及其对他（她）自己和家庭所造成

的影响 

• 青少年可能无法像成年人一样具备完备的心理防卫机制，因此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疾病

和疾病带来的影响，所以可能代之以诸如愤怒和沉默的方式，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离群感，对

他们的护理也变得棘手 

 

青少年舒缓治疗的一般原则 

 

舒缓治疗应该帮助青少年达到以下目标： 

• 尽管罹患疾病，仍然能享可能的 佳生活质量 

• 尽可能多的自我掌控 

• 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 接受他们身体的每一个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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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失去父母的支持并与父母开放地交流的前提下，获得并保留一定的自由度 

• 发展个人价值观 

 

身处医疗环境中，这些目标很难实现，原因如下： 

• 疾病和医疗环境导致身体活动受限 

• 疾病和治疗导致身体形象改变 

• 缺乏隐私 

• 威胁生命的疾病和治疗 

• 以愤怒、沉默和否定作为心理防卫手段 

• 环境改变、疾病和治疗导致独立性丧失 

• 医护人员被夹在父母（想要保护）和青少年（想要独立和被尊重）之间，进退两难 

• 远离同龄群体导致其很怕被抛弃且和对家庭和医护人员过度依赖 

 

由此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 尽可能让他们自己参与决策 

• 大程度的保留个人隐私 

• 鼓励自理 

• 疾病和治疗对身体形象的影响要如实告知，并帮助他们适应改变 

• 鼓励和支持同龄群体 

• 体察恐惧、愤怒和其他情绪，从而帮助他们增加自我控制和独立感 

• 尽可能地维持学校生活和其他日常活动 

 

 

青少年的疾病体验 

 

青少年的疾病体验多种多样，受以下一些生活中重要因素的影响： 

• 即使在成年人看来很愚蠢，但渴望保持生活常态（例如学校出勤率等等）的需求仍有增

无减。学业中断是他们焦虑感的一个特别的来源！ 

• 疾病的生理影响导致他们对实际形象的感知与其理想形象之间差距增大 

• 疾病以及在创伤时期父母的过度保护使自我控制感缺失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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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因疾病加剧 

• 青少年的精神防御机制常常包括否定、沉默和愤怒，所有这些都会阻碍良好开放的沟通，

从而使失控感加剧并使焦虑和不确定感加重 

•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青少年和父母之间，有时可能是青少年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的冲突 

• 疾病引起社会关系改变，此时同龄群体的支持和接纳尤其重要，来自同龄人的持续支持

和接触至关重要。 

• 在青少年罹患疾病且来日无多时，诸多疑问例如生命的意义、疼痛的原因、折磨、不公

和惩罚，都被赋予重要意思。因此，青少年的舒缓治疗需要包含灵性照护，允许青少年去探

索这些问题，包括对将来的绝望等 

 

 

舒缓治疗中与青少年的沟通 

 

舒缓治疗中与青少年沟通的挑战 

• 需要时间来建立信任和交流 

• 如果青少年对自己的疾病不了解，也没有参与决策过程，那么他们抵制或不配合治疗的

可能性将更大 

• 他们不太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健康服务，所以如果医护人员没有对他们说明他们所患疾

病的意义，他们很难有机会从其他地方了解到 

• 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不足会导致其可能对疾病结局缺乏认知和疏离于决策 

• 即使表现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青少年也有被医护人员接纳的需求 

• 青少年需要在约束和自由间寻找到平衡 

 

通过以下措施可以改善沟通： 

• 营造一个让青少年感到友善的环境 

• 通过尊重和接纳建立和谐的关系 

• 在陷入困境之前从容地建立信任和友谊 

• 运用诸如艺术和音乐治疗等活动来帮助他们表达感受并探索难点问题 

• 开诚布公地面对疾病、死亡和死亡进程，不要对自己无法把握的事情做出承诺 

• 评估风险并坦诚地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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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真实准确的相关信息，当青少年做好准备听取时及时提供 

 

可能阻碍青少年舒缓治疗良好实施的因素： 

• 对他们自己及其医疗服务的期望值过低 

• 由于之前治疗“失败”造成的对医护人员缺乏信任 

• 对现存的教育和职业机会认知不足 

• 缺乏自我倡导的技巧 

• 自我贬低 

• 难以融入同龄群体  

• 自我意识和对成人的依赖增高 

• 教育期望值低 

• 性知识缺乏 

 

在贫困地区，青少年舒缓治疗会面临一些特别挑战，例如： 

• 许多青少年在家庭中常常被同胞、父母或其他亲戚众星捧月般地照料着，这些阻碍了他

们得到同龄群组支持、获取教育机会和培养独立性。 

• 辍学：离开校园的儿童往往很难知道如何避免性行为或进行安全性接触；他们往往过于

脆弱、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  

• 经济问题：可能导致家庭破裂，这会导致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加剧 

• 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可能很穷，所以一些潜在的问题没有进行治疗，从而增加了疾病的

负担 

• 艾滋病和癌症常常因为被歧视而雪上加霜  

• 在这个阶段，青少年身体形象未成形，而且也 在意形象，而艾滋病和癌症常常导致身

体形象恶化 

• 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性虐待和性剥削 

 

青春期和治疗依从性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对治疗的依从性更差，这也是舒缓治疗的一个难点。尤其对于艾滋病

而言，即使偶尔未依从 ARTs 治疗，也有可能导致药物的耐药进而造成早逝。这其中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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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 青春期是快速发育的阶段，充满不确定性，所以难以严格遵循常规 

• 当歧视和来自同辈的压力特别强大时，用药使得他们显得更加另类  

• 青少年常有自卑感，更容易因失去亲人陷入伤悲，这些都可能引发诸如“如果我服药又

能怎样呢？总之我不值得”的情绪。  

• 在这个年龄段，酒精和其他毒麻物品的使用日益普遍，酒精和街头毒品使这些青少年更

加躁动并可能不利于药物治疗 

• 对疾病和治疗的恐惧可能导致青少年自暴自弃，并停止服药治疗  

• 缺乏了解：健康教育和可接触的健康信息可能减少，从而导致对治疗失败的结局缺乏认

知 

 

大程度地改善依从性的策略，在于从根本上尽可能地给予青少年控制权、知情权和自治权；

让他/她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同时也证明了你对他/她的信任，这样能够增强自尊和自信。

建议如下：  

• 让他们明白你给予了他们服药的责任  

• 给予足够的适龄教育和相关信息  

• 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用药：为达目的，或许可以请他们自己设计和建立自己的日志 

• 建立支持系统，例如学校老师、父母、护理人员和朋友们 

• 对重要支持者确保信息公开，这样他们能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密切关注 

• 有互助组时，对接到互助组 

• 给予充分的正面反馈和鼓励 

 

临终青少年的关怀 

 

对于临终青少年来说，舒缓治疗的目标与儿童和成人相同：让他们能够平静、缓和、有尊严

地离世。与此相似，为青少年提供舒缓治疗的基础方法也和儿童、成人一样。换言之，即建

立良好的沟通，提供足够的支持，开展细致和全面的评估，草拟一份问题清单，包括生理、

心理、社会、精神和经济顾虑，同时拟写并批准一份针对上述各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临终青少年的照料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 临床忧郁症在临终青少年中广泛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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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临终青少年都明白预后，然而通常不会对此进行讨论. 

• 青少年有能力承受对他们疾病预后的讨论，但需要为这样的讨论设定步骤 

• 住院和疾病会加剧社交隔离，从而导致青少年更长时间的依赖父母 

• 为了避免父母的过度保护，临终青少年必须有机会接触并发展直系亲属之外的人际关系 

• 青少年有表达他们情感和恐惧的迫切需求，因此“给予许可”的气氛和能够帮助实现这

点的人员非常关键 

• 诸如遗嘱、葬礼计划和写遗嘱等实践的问题似乎非常有用 

• 同胞关系在这个年龄阶段往往非常紧密，所以有亲密的兄弟姐妹照料很重要 

• 在临终青少年的照顾中，经常有很多专业人士和护理人员涉足其间，青少年却往往只选

择其中一个进行交流，因此护理人员之间要有足够的交流 

 

在为身患绝症的青少年制定护理计划时，我们推荐你尝试并遵循以下原则： 

• 青少年有寻根探源的需求，当满足后会更加快乐，所以尝试帮助青少年去发现原因和意

义  

• 对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掌控权（例如在生活中让他们参与决策并帮

助他们计划他们的死亡）  

• 允许青少年表达和表现他们的担忧和恐惧 

• 促进和鼓励社交，但当死亡逼近时允许他们保持沉默，如果届时，他们想要与亲密的家

人和医护人员交流和分享，你应为此提供便利 

• 尽可能地进行预后的讨论，大部分临终的青少年对预后都有认知，但常未进行讨论  

• 同胞关系在这个年龄段常常非常紧密，所以确保有良好的同胞照护显得尤为重要 

• 青少年常常用象征性而非直接的方式交流他们的感受和担忧：所以“玩”或职业疗法的

重要性与幼儿无异，戏剧、诗歌、音乐和艺术对这些年龄组特别适用  

• 青少年能进行抽象思维和象征性思维，所以音乐、戏剧、诗歌和艺术特别有用  

• 青少年喜欢追根溯源，因此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参与讨论（特别是与同年龄群组）的机会

尤为关键 

 

可能有益的实践活动 

• 制作一本记忆簿或记忆盒，以帮助他们持续发现意义和联系  

• 拍摄一段家庭录像以帮助获得他们在家庭中的存在感，在离世后可以作为他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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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中 

• 写下一份青少年的“遗嘱”：他们可能仅拥有极少的财产，因为讨论涉及到他们离世后

想如何安排、他们如何想被记住，所以依然重要，所有这些是都能写入遗嘱  

• 吸引并鼓励同龄群体学习和讨论疾病进程和治疗方法，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如性和依从性；

讨论和分享他们对疾病和健康的体验以促进相互支持；并确保他们有时间寻找乐趣  

• 鼓励象征性游戏，艺术、诗歌、音乐和戏剧；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分散注意力，获

得乐趣，了解疾病状况及表达感受 

 

有哪些其他有用的资源？ 

 

• 艾滋病青少年 见 http://www.pozitude.co.uk/  

• 患癌青少年见 

http://www.teenslivingwithcancer.和 https://www.teenagecancertrust.org/who-we-are/about-us/  

• ‘13~24 岁青少年的舒缓治疗’. 2001 年 9 月. Rosemary Thornes 代表青少年和青年舒缓

治疗联合工作组研究和撰写. Stella Elston 编辑 见 

http://www.palliativecarescotland.org.uk/content/publications/ 

PalliativeCareforYoungPeopleaged13-24.pdf  

• Goldman, A. Hain, R. Liben, S.牛津儿童舒缓治疗教程, 第二版. 牛津舒缓医疗教程. OUP.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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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如何处理儿童舒缓治疗中的道德难题？ 

 

您可能已经了解： 

 

l 所有医护人员都有责任： 

o 尊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o 执行可接受标准 

o 使患者利益 大化，并将危害降至 低 

o 尊重患者的自主意愿 

o 行为合理、诚实、公平且专业 

l 有行为能力的患者拥有“......选择是否同意接受医疗服务的绝对权利，无论其做出这种

选择的原因是理性、非理性、未知或甚至不存在的”。（Re T 1992） 

l 对于无行为能力的患者，代理决策团队（包括患者近亲）必须就符合儿童 佳利益的管

理策略达成共识 

l 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依具体情况而定，它取决于患者对专业人士所提供信息的吸收、理解

和记忆能力，对行为能力的判定是一个复杂而主观的价值判断 

l 必要原则允许专业人士在患者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不经同意即可进行干预 

l 专业人员没有义务开展违背其个人专业判断的医疗工作 

  

您可能发现有用： 

 

道德于儿童是否有不同？是，也不是。无论成人或儿童，其适用的道德原则都是相同的，但

在儿童，这些原则的应用又所不同，因为儿童有以下特点： 

l 可能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状况 

l 可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l 有可能成为自主的成年人，并获得行为能力 

l 他们的权利可能不如成人那样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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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应用道德原则时，需要回答三个关键问题： 

1. 需要决定什么？ 

2. 由谁来决定？ 

3. 他们如何决定？ 

 

需要决定什么？ 

 

这可能是在试图应对所有道德难题时 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问题，就很难得出

任何有用的答案。例如，对于终末期口腔癌患儿，我们可能会面临以下几种不同的难题，如： 

• 是否应该告知患儿，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如果回答是，什么时候告知？ 

• 应该在家里、临终关怀医院还是医院照顾患儿？ 

• 是否应继续给患儿喂食？如果回答是，如何喂食？ 

 

如果您“纠结”于某一病例，列出各种不同问题/难题及需要优先做出的决定，通常会获益匪

浅。考虑每个治疗因素的目的会有所帮助：舒适护理（控制和缓解症状），侵入性护理，或

两者兼有，随后考虑护理各个方面获益的可能性是否大于增加患者负担的风险性 

由谁来决定？ 

 

这一点因国家不同而异。在笔者的国家英格兰，16 岁以上的儿童被认为“有行为能力”，可

以知情同意或拒绝拟施行的医疗。 

 

根据英国《弗雷泽指南 103》，16 岁以下儿童对于知情同意也具有行为能力：“......儿童是

否能够给予必要的同意，取决于其成熟程度、对所需同意的理解及所需同意的性质。儿童必

须能够对拟施行治疗的优缺点进行合理评估，一旦同意，则可以适当、公正地描述为真正的

同意”。 

 

即使儿童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中之外，因为他们

可能至少有部分行为能力。 

 

（英国）儿科和儿童健康皇家学院制定了相关指南，建议无论儿童是否具有法定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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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可能，专业人员就应尽量确保告知并征询儿童对相关决定的意见，尊重他们的观点，

并在决策时加以考虑 

 

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似乎是一个公正并且合理的方法 

 

如果儿童不具备行为能力，则由谁来决定？ 

 

孩子的 佳利益总是至关重要，必须考虑包括医疗、情感和其他福利问题在内的所有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或承担父母责任的监护人，必须负责为自己孩子做出决定。然而，

在做出医疗决定时，大多数国家父母的权利让步于儿童的 佳利益。某些时候，父母的意愿

似乎并不符合儿童的 佳利益，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的法规各不相同。 

  

理想的情况是多学科小组与父母共同努力，以达成共识，任何单独一方的观点都不应该具

有决定性；但在大多数国家，当无法达到共识时，高级医师有责任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应该

以合理判断什么 符合儿童的 佳利益为基础。请查看您自己国家的该项立法。如果存在明

显争议，且时间允许，寻求法律意见往往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如何决定？ 

 

一旦问题明确，并解决了谁应当参与决策这一问题，道德决策过程的 后一步是决定如何来

决定。 

 

道德理论上，决策可以基于： 

•信念：如相信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 

•职责：如根据患者的 佳利益行事的职责 

•后果：如行事的前提是 好采取某种做法，而这种做法可能利大于弊 

•价值：如卫生专业人员的作为应出于同情，诚实和公平 

•权利：如患儿有权利得到 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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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应用道德原则存在什么问题？ 

 

• 对于某一特定的临床情况，有多条相关的道德原则 

• 决策过程可能充满争议 

• 个人支持信念不同的道德理论，有可能产生多种道德信念和假说 

• 利益相关者可能将可变和不一致的权重归因于大量的竞争利益及其影响 

• 个人经历、专业和社会背景、宗教和文化视角、情感状态等，均影响其价值观和信念 

•   生活质量的评估具有高度主观性及不确定性，且经常是学术批评的对象 

• 专业人员可能处于互相冲突的压力下，这将自觉或不自觉影响他们的分析（如成本、目

标、时间以及个人精疲力竭）。 

• 因为同情心和心理防御机制始终发挥作用，因此在情感痛苦和心情沉重状态下，不容易

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 

 

决定在实践中做什么 

 

作为从业者，我们必须踏实而务实。我们要努力，就在此时、此刻，为这个孩子竭尽所能 

 

这意味着包容并优先对待所有观点，并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决定结

果。可以说，理想的情况是各个相关方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并且不让父母单独承受责任的

重担 

 

虽然理论上有千百种不能达成共识的理由，但谢天谢地，在实践中对于 好采取何种办法并

不经常存在严重的问题或分歧。然而不幸的是，分歧确实会发生。 

 

在实践中如何达成共识、避免分歧小贴士 

 

根据笔者经验，当出现问题、发生分歧时，通常是由于沟通不畅，而非道德问题。令人吃惊

的是，当每个人感觉自己的声音能够被聆听，并能倾听别人的声音时， 纠结的问题也会迎

刃而解。请记住，当我们感到恐惧和愤怒时，这两种能力会严重受限。恐惧和愤怒是对孩子

死亡的自然反应，但这毫无益处。因此，我们必须要设法平复或避开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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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在这一难题中有话语权的所有相关方 

• 沟通需完全诚实、开诚布公，且在每个人的智力和情感所能理解的范围内 

• 绝对严谨，与所有相关人员（即使是讨厌的人）一起，梳理所有的可能性和情况 

• 人们用头脑、用心做出决定，因此除表面的动机外，还需寻找隐秘的动机 

• 绝对公平，给每个人发言权，并确保不歧视任何人（尤其是儿童） 

• 富有同情心，但要公平。同情，努力设身处地为每个人着想，但要尽量避免支持那些情

感方式与您自己异常接近的人 

•  此外， 重要的是不慌乱：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尽量放慢脚步，对其他患者公平，

也对自己公平 

 

有哪些其他有用的资源？ 

 

• 有关做出不提供或撤去生命支持治疗（LST）决定的更多信息，见《携手短暂一生》的

儿童舒缓治疗框架中拔管的护理路径（链接）。 

• 参见儿科和儿童健康皇家学院出版物，不提供或撤去儿童生命支持治疗：实践框架

（http://www.rcpch.ac.uk） 

• 《携手短暂一生》，2011 年。家长指南：抉择，为了您的孩子。Bristol：《携手短暂一

生》。 

• 《携手短暂一生》，2011年。儿童舒缓治疗框架中拔管的护理路径。Bristol：《携手短

暂一生》。英国医学会，2007：不提供或撤去生命支持治疗：决策指南。BMA：伦

敦。 

• ETHOX中心，2010年。临终患者的道德和法律问题。ETHOX中心。 

http://www.ethox.org.uk/education/education/undergraduate-ethical-decision-making-at-the-

end-of-life/End%20of%20Life%202010-11.doc/view 

• 医学总会（GMC），2008年。共识：患者和医生共同决定。伦敦：医学总会。 

• 儿科和儿童健康皇家学院（RCPCH），2004年。不提供或撤去儿童生命支持治疗：实

践框架，第2版。伦敦：儿科和儿童健康皇家学院。 

• 中南部医疗策略机构（英格兰），2010。高级护理计划政策（摘自临床医生指南）

（参见http://www.oxfordshirepct.nhs.uk/about-

us/documents/255Childandyoungpersonadvancedcareplanpolicyoctober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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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临终决定 - BMA 观点，见 http://www.bma.org.uk/images/endlifedecisionsaug2009 tcm41-

190116.pdf 

•GMC：临终患者的治疗和护理：HTTP：良好医疗常规（90-108 页），见 http://www. gmc-

uk.org/guidance/ethical guidance/6858.asp  

•BMA：临终指南，见 http://www.bma.org. uk/ethics/end life issues/ 

 

工具包 

•BMA：心智行为能力工具包，见 http://www.bma.org.uk/ethics/consent and 

capacity/mencaptoolki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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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如何给予家庭成员灵性关怀？ 

 

您或许已经知道： 

 

• 灵性关怀与宗教或教牧关怀不同，但二者可以互补 

• 灵性并无标准定义，对每个个体或家庭而言可能都有所不同 

• 灵性关怀是良好舒缓治疗的核心部分 

• 疼痛或可衡量，痛苦却无法计量 

 

您可能发现有用： 

 

灵性被诠释为任何可赋予人生意义的思想，它可能包括宗教或上帝，也可能不涉及。为明确

起见，我们将灵性关怀和教牧关怀定义如下： 

 

灵性关怀对应着不同个体的特性：如实接受他们既存的疑惑、信仰以及价值观。意味着回应

人们灵魂深处的呐喊或隐忧，切实传达出他们的所在和他们是谁。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在人

生旅途中的自我探索以及特定情形下的寻找自我。这种回应不带有指令性、评判意味或教条

色彩，不设先决条件，并承认每个人都处在个体精神之旅的不同阶段。 

 

教牧关怀是指通过个人信仰的代表（圣职人员或一般信徒）和信仰团体来进行疗愈、维系、

引导、个人/社会塑造以及调和个体间或个体与其家庭或团体间矛盾的活动。他们的关怀是

基于神学角度上的信仰传统，通过灵性的本真性来维持对个人信仰的虔诚。 

 

所有参与照护临终儿童及其家属的人员都应对灵性有适当的关注，对于患者的直接照护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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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尤其如此。灵性不应被孤立地看待，灵性深植于相互重叠且多层次的环境之中，需要从多

个视角来进行考量。 

 

为什么灵性关怀对于儿童的舒缓治疗十分重要？ 

 

无论是孩子及其家庭成员，还是其照护团队都有其各自的灵性需求，都应被纳为灵性关怀的

对象。 

 

灵性关怀的任务是共同创造一个安全、可靠或“神圣”的空间，让孩子及其家庭成员可以自由

表达其内心感受或苦痛,并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的想法会被倾听并严肃对待。

在这个空间里，家长、同胞和工作人员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孩子有任何的痛苦不适，孩

子或家庭就无法参加这项活动。 

 

每当想到“痛”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痛有很多种。有可能我们以为孩子在遭受生理性疼痛而给

予药物治疗，但实际上却是精神或灵魂性的痛苦。所谓灵魂性的痛苦指的是“个体与其自身

深层、 根本的部分相割裂和疏离的感觉”。 

 

灵魂性的痛苦是一种“顽固性疼痛”。人们在描述其苦恼、疾病、苦痛或无意识世界时，会使

用一些隐喻，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这些隐喻，找到破解他们所讲故事的密码。在评估和控制

儿童的痛苦时，我们需要十分专注。但有时候你可能会对遭受“顽固性疼痛”的孩子的境遇一

筹莫展，这时候你就需要转移注意力，跳出纯科学的范畴，从更宽广的角度对孩子的痛苦经

历进行深入思考。 

 

医生和护士都接受过交流技巧方面的训练，特别是非言语交流以及与患者家属沟通的技巧。

这些技巧很容易运用到灵性关怀中。灵性关怀是倾听的艺术，是能够平静地聆听对方内心声

音的能力。其诀窍在于要 “在场”，即要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会诊，期间关掉手机，不看

手表。 

 

儿童应如何发展其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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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而言，灵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亲身体会和感悟 

 

孩子关心的精神层面的常见问题主要包括爱、原谅、安全感、希望和“遗产”（他们的生平和

成就是否将让世界因此而不同，是否会在其死后为世人所铭记） 

 

孩子也很有可能关心孤独、（与父母、子女、宠物、朋友的）分离以及失去完整的自我（例

如不能上学或做喜欢的事）等问题 

 

孩子有时候会谈论“魔力”和非人类的存在（例如天使、仙女、怪兽等）。认真倾听这些故事，

你就会发现这些乍看起来幼稚的故事，可能会告诉我们孩子 近的某些“灵性”思考，并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恐惧和担忧 

 

一些有助于与孩子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技巧、措辞及活动 

 

你能掌握的 有用的技能就是聆听，深入地聆听。 

 

• 聆听孩子的用词：例如：上帝、天堂、精灵、希望、愿望、愤怒、悲伤、鬼、孤独、强

壮、虚弱、罪恶、勇敢和害怕。了解这些词语对孩子的意义以探索他们的思想 

• 倾听他们的梦：来自于梦境中的故事或恐惧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看到的担忧。询

问孩子这个梦对他或她有什么意义，自己不要试图解梦 

• 聆听 “搜索”性的措辞：孩子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是我”、“我希望……”或 “我想

知道如果……”，这些措辞显示孩子们正在深入思考或者寻找，是你鼓励孩子进一步表

达的良机。你可以通过问孩子们“你还有什么愿望？”或者“你认为可能会发生什么？”，

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 聆听他们的旅程：开始意识到即将面临死亡的孩子常常会谈到回家或者离开。和孩子谈

论这些感受并探索这段历程是困难的，但又是必要的。不要给孩子错误的保证让他们觉

得自己其实不是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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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给孩子一点鼓励，以下是一些可能有助于你开始的有效提问： 

• 什么会让你感到安全？ 

• 你信赖谁或者相信什么？ 

• 你怎么知道是对是错？ 

• 当你需要帮助时是谁或者什么在帮助你？  

• 你如何理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 你是谁？ 

• 生活中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 你相信什么? 

• 你相信神或者灵性生命吗？ 

• 人死后会怎么样? 

 

有其他有用的资源？ 

 

• Goldman, A. Hain, R. and Liben, S. (2006) 牛津儿童舒缓治疗教程– 第 6、7、16 章. 牛津大

学: 牛津大学出版社 

• Pridmore, P. & Pridmore, J. (2004) ‘促进患病儿童的灵性发展’, 国际儿童灵性杂志, Vol. 9, No. 

1. 

• Editorial, ‘ 受 难 和 疗 愈 – 我 们 的 核 心 事 业 ’ , 舒 缓 医 学 2009; 23: 385–387. 

http://pmj.sagepub.com/ content/24/1/99.extract 

• 种族在线: 这个网页包含许多道德种族/宗教组团信息的链接，包括他们的信仰和习惯的简

介，以及健康保健相关的建议: http:// www.ethnicityonline.net/ethnic groups.htm  

• 跨信仰日历: http://www.bbc.co.uk/religion/tools/calendar/ 

• 牛津儿童舒缓治疗教程. 2006. Ann Goldman, Richard Hain and Stephen Liben. 牛津大学: 牛

津大学出版社 

• ‘与孩子们沟通’，非洲儿童舒缓治疗, 2009, Justin Amery (ED),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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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  如何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临终关怀 

———————————————————— 

你可能已经知道的 

l 大部分患儿及其家属希望能在家中离世 

l 在舒缓治疗中， 好能够抱 大的希望，做 坏的打算 

l 提前做好 充分的准备 

l 充分的准备能减少患儿、家属以及专业人员的焦虑程度并且更加有效率的解决问

题 

l 在儿童舒缓治疗中很难预测什么是 坏的情况 

你可能还不知道的 

l 大部分的临终患儿能够在家中进行管理 

l 有许多的资源及人员能够协助你为患儿提供帮助 

l 如果你提前进行了情景的计划和讨论，你就能够拟出一份临终症状管理计划，让所

有人都能提前做好准备 

l 好的临终关怀需要好的团队合作和计划 

l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会排斥与患儿及其家长谈论死亡，更别提将这其中可能发

生的 坏的情况提到台面上来讨论 

l 但是你需要记住：如果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好的临终关怀计划，想要提供好的儿

童舒缓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 

l 相信我，如果不提前做好计划，那么总会有那么一天你和这个家庭都会感到后悔，

而到时为时已晚 

临终关怀的关键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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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领先的儿童舒缓治疗慈善机构“Together for Short Lives”已经列出了一些临终关

怀的关键目标： 

l 当患儿接近生命终点时，专业人员应当对其家庭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 

l 应当尽快与患儿家庭及相关专业人士一起制定相关计划 

l 计划的制定必须结合当地法律中关于社区、复苏以及死亡认定的相关规定 

l 准备一份书面的计划同意书，内容中应当明确是否进行复苏，并告知紧急服务部门 

l 根据可能出现的变化对计划书进行检查和修改 

l 对疼痛及症状控制的照护计划应覆盖全天 24 小时，其中包括对药物获取途径的说

明 

l 对症状控制进行管理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及经验 

l 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感情及精神支持 

l 患儿及其家庭对临终生活质量的选择和要求应当得到充分的支持 

慈善机构“Together for Short Lives”提出了关于临终关怀的三个步骤： 

l 识别临终阶段 

l 评估临终阶段的需求和愿望 

l 制定临终关怀计划 

如何识别临终阶段？ 

制定临终关怀计划中 重要的第一步是识别患儿的临终阶段，然后将这件事告知患儿、

家长、照护人员、同事以及你自己。 

不幸的是，确认临终阶段时可能会遭遇到以下困难： 

l 患儿有可能奇迹般的恢复活力并撑过原本预计的临终阶段，但也有可能他衰弱的

速度太快而猝不及防的离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事件发生之前提前做好准

备，但同时也要适当准备一些备用的计划。简而言之就是“抱 好的希望，做 坏

的打算”。这对那些病情发展不可预测的患儿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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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态度上的障碍也是导致预测临终阶段困难的原因，因为谈论孩子的死亡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甚至有些医生和护士会把患儿的死亡归咎于自己的失败。 

l 有些时候，患儿还没来得及得到救治就到达了临终阶段，这种情况下的家长更不容

易接受患儿即将死亡的事实。而对于同时面对多个急性致命事件的患儿来说，任何

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导致患儿生命突然结束，因此很难准确预测其死亡时间 

l 家长和专业人员有时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导致患儿死亡，而不愿意给患儿

用药，而这些药物却是患者临终时必须的 

但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想要推测患儿的死亡时间是在几天内、几周内或几个月内也

并非那么困难。结合我们已经了解的疾病自然病程，通过观察患儿的衰弱的进程同时利用一

些评估手段，就能够判断患儿是否接已经近生命的终点。 

后，并没有一个简单或可靠的指标能够提示患儿进入临终阶段。通常情况下，当我的脑海

中突然闪过“这个孩子是否接近生命终点”的想法时，我就应该开始着手进行计划了。有些时

候，你需要相信你的直觉，不要忽视它。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开始评估和制定计划？ 

就如同在其他阶段一样，临终关怀成功实施的关键是充分的评估。 

关键任务如下： 

l 评估患儿及其家庭的需求：仔细评估死亡过程中可能引发痛苦的生理、心理、家庭、

社会、精神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l 确定相关决策者：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把事情说清楚，那么即使计

划再完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在一些重要的时候没能发挥作用 

l 设置会议议程：哪怕不能一下子覆盖全部的问题，你也应该提前罗列出要讨论的事

项，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应该了解要讨论的问题并提前准备，这个会议不需要特别

正式，但 好尽早进行 

l 见面并告知所有必要的信息：为了确保效率，所有决策者对相关事实都要知情 

l 要协商好这些问题中哪些是由患儿做决定、哪些由家长做决定、哪些由专家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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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时候你需要做决定：例如，如果你的同事不希望停止治疗，或患儿将要出院，你

将没有多少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尽管你可能很忙，但你仍必须配合这些计划，

必要时要足够勇敢，有决断力，以确保患儿能尽可能舒服的离世 

l 讨论生活质量：解释临终阶段可能对孩子生活质量产生的不良影响，并对预备采取

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l 制定临终关怀计划：确保患儿家庭及相关人员都有一份该计划的拷贝。考虑终止生

命支持治疗以及其他没有必要的治疗：其中可能包括药物、人工喂养以及其他不再

必要的治疗。患儿家庭及患儿本人是否需要继续这些治疗？这些治疗是否有助于

维护患者的 大利益？如果是，你需要解释原因并达成一致的计划 

l 实施计划：准备好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取相关药物及设备。确

认每个人都已经就位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场地已经整理完毕，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

自己应该做什么 

l 沟通：当你的计划已经涉及了患儿、家长、朋友、照护者、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员时，

就需要开始进行沟通，让大家都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这是 经常出错的地

方，一定要再三确认，千万不要碰运气 

l 提前计划 坏的情况，尤其是正常工作时间外的时段：给你自己一段时间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哪里可能会出问题。是否留下了空白？是否每个人都了解情况了？他们

是否都获得了必要的药物和设备？当出现问题时各自都应该联系谁？ 

我应该多久评估一次临终阶段的患儿？ 

在临终阶段，患儿的病情常都进展得很迅速。因此，尽管你已经对患儿进行了一周一次

的随访评估，但必要时可能需要以一天一次甚至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对患儿进行评估。Robert 

Twycross 基于患儿病情恶化的速度，提出了评估频率的“三原则”： 

l 如果患儿的病情每天都在恶化：3 天评估 1 次 

l 如果患儿的病情每小时都在恶化：3 小时评估 1 次 

l 如果患儿的病情每分钟都在恶化：3 分钟评估 1 次 

我如何制定临终关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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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临终关怀的目标很简单：关注所有患儿及其家庭关于临终关怀的愿望，考虑到所

有在临终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紧急事件，并逐个提出预案。 

下面是临终关怀计划的 2 个主要部分： 

l 一份患儿及其家庭对临终关怀的希望的声明（即“积极地护理方案” Advanced Care 

Plan） 

l 一份对患儿临终时发生的医疗事件的处理计划（即“症状管理计划”）。这个我们将

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愿望声明 

愿望声明通常包括患儿及其家庭的主要想法和决定。这份声明应该： 

l 传达患儿及其家庭对临终关怀的愿望，并将它作为照护计划中的一部分 

l 涵盖一份护理计划书，该计划书应就重大事件发生时或儿童病情恶化时所进行的

护理方案达成一致 

l 提供一份协议，用于讨论和记录患儿及其家庭在面对特殊选择时的共同愿望 

l 包含关于终止生命支持治疗的决定，包括不进行心肺复苏（DNACPR） 

l 指导专业人员无需和其父母或近亲进行交流 

下面是慈善机构“Together for Short Lives”采用的临终关怀路径，其中列出了与患儿家庭

共同制定愿望声明时应该考虑的事项。 

家庭 

l 实际支持 

l 兄弟姐妹的参与 

l 祖父母 

l 情感支持 

l 精神/宗教问题 

l 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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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葬礼安排 

l 器官捐赠 

儿童或未成年人 

l 疼痛和症状控制 

l 生活质量 

l 朋友 

l 情感支持 

l 精神/宗教问题 

l 文化问题 

l 葬礼安排 

l 器官捐献 

l 心肺复苏/终止治疗（ACP/DNACP） 

l 特殊的愿望或活动 

l 生活目标 

l 患儿的愿望 

l 记忆盒子 

环境 

l 离世的地方 

l 空间装饰 

l 离世后身体的存放地点 

你还可以参考“PEPSI COLA”照护计划，或者借鉴英国的案例 

我应于何时以及如何做出“不进行复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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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儿科医学院（RCPCH）规定在以下 5 种情况下可以不进行心肺复苏（DNACPR）： 

l 没有机会情况：患儿疾病极其严重，维生治疗仅能拖延死亡时间而不能显著的缓解

患儿的痛苦，已不适宜继续治疗以维持生命 

l 没有目的情况：尽管患儿经过治疗可能能够继续存活，但存活后的遗留的身体及精

神损害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 

l 不能忍受的情况：患儿及其家庭在面对进行性加重及不可逆转的疾病时，不能承受

或拒绝进一步的治疗，哪怕医学上认为该治疗可能带来益处 

l 永久性植物状态 

l 脑死亡 

l 该国法律不允许 DNACPR（不尝试心肺复苏，Do Not 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当你的病人适用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你就可以制定 DNACPR 计划。当制定 DNACPR

计划时，你需要和患儿的家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坐下来一起讨论。讨论的关键点有： 

l DNACPR 决定应该反映孩子（若可能），父母或承担父母责任的监护人，照顾孩

子的专业人士的一致愿望。该愿望的形成可能是出于宗教信仰，可能需要根据孩子

的病情变化进行反复讨论 

l 如果签署 DNACPR 会让家庭觉得他们必须为此决定承担责任，从而给家庭带来不

必要的压力时，可以不要求父母和孩子签署 DNACPR。这意味着 终责任将由领

头专家承担 

l 在法律不允许 DNACPR 的情况下，如果患儿还在医院，可以与 PIUC／ICU 小组

协商是否需要升级侵入性复苏措施。这样的决定必须与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讨论，并

且记录在病案中，可以不必使用 DNR 这个术语 

l DNACPR 决定的原因必须被记录下来 

l 应该清楚地记录所做的决定，在愿望声明的 DNACPR 部分署名并标注日期(或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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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NACPR 原因通常不包括如窒息等可逆性的原因 

l 为保证其有效性，事件应落在指定的时间段 

l 必须将 DNACPR 决定告知所有参与临终关怀的重要相关方，如医生、护士、医院

和救护车服务等等。在下达有效的 DNACPR 命令之前，所有人都在为每个孩子的

生命延续奋力一搏 

在英国，应该考虑将愿望声明和 DNACPR 命令通知当地的儿童死亡评审小组(CDOP)，

以确保儿童突然或毫无预兆的死亡时，本地快速反应团队对此知情。 

我如何准备和计划临终症状的管理方案? 

每一个临近生命尽头的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临终症状管理计划 

在制定计划之前，你需要考虑孩子可能出现的症状，这通常并不难。大多数孩子可能会痛苦、

焦虑、和激动。如果你认为可能需要使用阿片类药物，那么接下来患儿可能就会有恶心和呕

吐的症状。通常孩子们都会发展到呼吸道有分泌物的阶段（“死亡之音”)。如果孩子有凝血

方面的问题，肿瘤入侵血管或静脉曲张，你就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出血。如果孩子有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那么您需要考虑患儿癫痫发作的可能性。 

拟定症状管理计划的过程如下： 

l 留出足够的时间。这不是你做 10 分钟就能完成的，它可能需要进行好几次会议后

才能敲定 

l 考虑孩子死亡的可能方式，根据可能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l 列出孩子可能出现的所有症状 

l 为每个可能出现的症状准备不需要药物治疗的处理方案，以供患儿、家长、护理人

员参考使用 

l 为每个可能出现的症状准备需要药物治疗的处理方案，以供患儿、家长、护理人员

参考使用 

l 与团队和家人坐下来讨论该计划，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并根据讨论结果调整

计划，并确保 终每个人都知道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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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准备急救箱备用，里面包含计划中可能用到的药物，并把它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 

l 草拟计划后拷贝一份给患儿的家庭，再拷贝一份放在“急救箱”里，并把该计划告知

其他可能需要参与的机构或专业人士 

“急救箱” 

Alder Hey 医院做的相关研究表明以下六个药物是必须准备的药物： 

l 海洛因 

l 赛克利嗪 

l 氟哌啶醇 

l 左米丙嗪 

l 咪达唑仑 

l 氢溴酸东莨菪碱 

l 地塞米松 

你还应该准备孩子可能需要的其他物品，包括其他任何设备、医用敷料、导管等 

症状管理计划模板 

在本书末，会有一个对你有帮助的症状控制计划模板，供你模仿和使用 

其他你可能觉得有用的资源 

 •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2004)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Multi-agency 

Care Pathways for Children with Life-threatening and Life-limiting Conditions. Bristol: Together 

for Short Lives  

 • Amery， J. (Ed.) (2009)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in Africa Chapter 18. Oxford: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from <http://www. icpcn.org.uk/core/core picker/download.asp?

id=204>  

 • Goldman， A. Hain， R. and Liben， S. (2006) Oxford Textbook ofPalliative Care for 

Children – Chapter 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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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gnard， C. (Ed) and Dean， M. (Ed) (2010) A guide to Symptom Relief in Palliativ

e Care Revised edition (6th Edition) Oxford: Radcliffe Publishers Guidance  

 •South Central NHS (2010) Guide to Using the Child and Young Person’s Advanced Care

 Plan [online] available from <Guide to Using Child and Young Persons ACP Policy>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2011) Resuscitation Planning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

eople (under 16 year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scotland.gov.uk/Topics/Health/N

HS-Scotland/ LivingandDyingWell/CYP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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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  如何处理孩子死后的相关事宜？ 

————————————————————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贵国的死亡鉴定规定 

l 儿童对临终关怀计划的自主决定能力各不相同(例如，DNACPR) 

l 良好的跨部门沟通无论是在临终关怀计划阶段还是患儿死亡后的相关事宜处理阶

段都至关重要 

你可能会觉得有用的 

l 在处理患儿身后事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程序和风俗习惯 

l 除非你经常处理孩子的死亡，否则你不太可能做到对所有事情完全了解 

l 你提前了解的越多，你就越可能避免意外状况的发生 

l 您可能想要提前问自己一些问题： 

o 我需要通知谁？ 

o 是否有进行尸检的必要？ 

o 是否考虑捐献器官？ 

o 我需要在什么系统进行死亡登记？ 

o 死后需要进行什么宗教仪式？ 

o 尸体需要在多短的时间内进行转移？ 

o 尸体需要运往何处，以什么方式运送？ 

o 费用由谁承担，承担者是否负担得起？ 

死后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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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较难写的章节，因为每个地方的程序及宗教仪式都不太一样。然而他们还

是有一些共性的。 

首先，在患儿过世以后，家庭成员需要待在孩子的尸体身边一段时间以释放他们的悲

伤，但这个陪伴的过程要以不影响他们身体健康为前提。这个过程中有关“临床”或“机构”

的元素要越少越好。你可以尝试准备一间安静的房间，撤出相关临床设备，给孩子换上自

己的衣服并在旁边放上孩子生前珍视的玩具或物件，让家属尽可能多地接触孩子，对孩子

尸体的准备和管理，让他们拥有尽可能多的控制权。 

其次，所有的尸体都会腐烂，所以你减缓腐烂速度的能力将影响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情。如果尸体放置在停尸房或温度低的房间，那你的时间压力会小一些。如果尸体放置在

能够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殡仪馆，那么时间压力也会不太大。但这一切都是需要花钱

的。如果你在一个炎热的国家工作，家庭没有条件或负担不起以上这些费用，那么你就需

要快速转移尸体，所以 好的办法是在死亡发生之前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规章制度 

所有国家都有儿童死亡登记系统用以调查不明原因的、意外的以及可疑的死亡。有时

候可以选择尸检以帮助明确死亡的原因，尤其是在可能存在遗传风险的家庭，尸检可以帮

助该家庭评估其他成员未来罹患相同疾病的风险。尽管在儿童舒缓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

不愿意去多想儿童虐待和医疗失当，但是这些事情的确会发生。并不是每个孩子的死亡都

是完全自然或不可避免的。所以你需要提前找到通知对象并知道如何联系。 

器官捐献 

在许多儿童舒缓治疗的过程中不能选择死后器官捐献，因为要么没有途径捐献，要么

捐献的器官不适合用于移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器官捐献又是可行的。不仅接受捐赠器

官的人能因此获益，当捐献者家庭知道他们孩子的部分器官在其他人身上得以延续时，对

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有两种类型的器官捐献：心脏跳动时、心脏停搏后。 

l 只有当孩子被认定为脑死亡时，才能够在心脏跳动的情况下进行器官捐献 

l 如果预计患儿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死亡，如终止治疗后，则可以考虑进行心脏停

搏后的器官捐赠，并且可以是任何器官 



 

  155 

大多数器官需要在患儿死亡十分钟内切取。眼角膜和心脏瓣膜的切取可以延长到死亡后 48

小时内。即使是在器官捐献不可行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考虑组织捐献。有关更多信息，请

联系当地器官移植机构。 

仪式 

仪式对帮助我们克服过渡时期的痛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孩子由生

到死更痛苦、更令人受创的事情了。虽然医疗环境不能满足仪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至

少我们可以试一试。人们很容易自认为了解所照顾的家庭对仪式的偏好，尤其是来自相似

的文化背景时，但结果往往很令人惊讶。我在乌干达进行教学时，我按不同文化背景将医

生和护士进行分组。这当中有几个英国人，所以我们便组成了一组。每个小组成员各自提

出他们所知道的传统习俗。结果，组内成员的说法千差万别，并且各自都没有听说过其他

人的说法。包括： 

l 将尸体停放在家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接受亲朋的悼念 

l 转移到停尸房 

l 将孩子埋葬在家的中央、或门旁、或将其铸进墙中 

l 仪式的类型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和性别 

l 将孩子安葬在陶罐中，一部分葬在该国西北部的湖泊 

l 将孩子安葬在公墓 

l 火葬 

l 将骨灰撒在有意义的地方 

l 采用植树或其他形式的纪念 

在文化发展中仪式风俗的影响强大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共鸣，虽然说通过葬礼和火葬场进

行遗体消除( 常见的实践本土文化)几乎没有文化共鸣，更多地反映了英国人面对死亡和垂

死时对死亡的否定和逃避。 

要认识和理解所有这些不同的传统是很难的，更不用说在医疗环境中去进行这些仪式

了。但如果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和筹划来达到仪式的目的，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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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么？这一时刻对家庭意义深远，并且为家庭永远留存，它可能远比其他

任何时间都来得意义非凡。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做出努力的。 

其他可能你觉得有用的资源  

参考文献  

 •Davies， R. (2005) ‘Mothers’ stories of loss: their need to be with their dying child a

nd their child’s body after death (abstract).’ SAGE Journals Online vol. 9 no. 4 288-300 

[online] available from < http://chc.sagepub.com/content/9/4/288.abstract>  

 •National SIDS/Infant Death (2007) Selected Resource for Grieving Parents， Their Fa

milies， Friends and Other Caregiver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sidscenter.org/do

cuments/SIDRC/ BereavementSelectedResources.pdf  

 •UK Blood Transfusion and Tissue Transplantation Services (2011). Latest guidelines av

ailable from <http://www.transfusionguidelines.org.uk/Index.aspx?Publication =CTD&Section=

17&pageid=1539>  

 •Ministry of Justice (2008) Cremation Regulations Guidance for Doctors [online] availab

le from <http://www.justice.gov.uk/guidance/ docs/cremation-doctors-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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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  如何帮助家庭度过失去孩子的悲痛？ 

—————————————————————— 

你可能已经知道 

l 悲伤是面对失去的正常情感和社会反应；而丧亲之痛（bereavement）则是失去了挚

爱的某人或某物时的心情；哀悼则是面对失去时的外部表现 

l 在不同的家庭、社区和文化背景下可能有不同的悲痛和哀悼方式，仪式可以帮助平

复悲伤的情绪 

l 健康共组人员对家庭的愿望和/或他们的文化传统的尊重十分重要 

l 医生和护士只要扮演一个稳定、专业并且经验丰富的倾听者，就能够发挥巨大的作

用了。同样的，福利、疾病和心理健康支持与一个护工的实际支持是相似的 

你可能觉得有用的 

l 悲伤是亲人死亡后的自然反应，但当死亡的是孩子时，往往更加令人痛苦。孩子的

死亡可以使生活出现改变，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将会陷入长时间的悲伤。他们

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或辅导以帮助他们继续生活和面对丧子之痛 

l 死亡常常会影响一整个大家庭，包括父母或看护人，祖父母(在为孙子的死亡悲痛

同时，也为自己的孩子的失去子女感到悲伤)，兄弟姐妹，甚至是寄养家庭的成员 

l 垂死的孩子也将不得不接受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 

l 作为一名医生或护士，你会对丧亲之痛的处理颇有经验，但有一点你要铭记于心：

儿童死亡所造成的痛苦是加倍的，而儿童和成人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悲痛的表现

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失去孩子的父母 

失去孩子的父母需要特别注意。没有人能预测他们在孩子死后会出现怎样的情绪。大多

数父母描述他们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从麻木到怒气、深深的悲伤， 后到某种解脱。一

些看似非理性行为和反应，以及身体的过分疲劳或强迫性的活动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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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也许是只要一个倾诉对象，又或许他们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来帮助处理丧子之痛，这

些都是可行的。在孩子死亡后，和家人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们的姑息支持治疗突

然终止，父母可能会觉得突然失去了什么。在团队内达成一致的计划并持续跟进，能够帮助

家庭更好的适应和恢复生活常态。 

在孩子离世后的头几个月，一些家庭选择每天留出一短时间以专注于哀悼他们的孩子的

死亡，这能避免让他们感觉一整天的时间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如果能够记住孩子的生日、宗

教节日或死亡周年纪念日，可能会有所帮助。 

可以建议家庭制作一个盒子，把孩子喜欢的一些东西，例如 喜欢的毯子或泰迪熊，放

在里面，用来回忆他们的孩子。记忆书，包括照片可以让父母释放情感和追忆他们的孩子。 

应该承认，丧子之痛可能永远也无法消除，正如托尔伯特，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和悲痛

顾问说:“度过丧子之痛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痛苦。度过丧子之痛意味着接纳和学习如何怀揣

着这份悲痛继续生活。这意味着能够重新爱别人和投入生活。度过丧子之痛意味着父母决定

不再让悲痛成为爱孩子的唯一表达方式。”(托尔伯特，2002) 

失去亲人的孩子们 

一个垂死的孩子会为自己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悲伤，当然，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和朋友

们同样也会感到悲伤。有时很难通过交谈让孩子完全理解死亡。 

以下是对失去了挚爱的孩子（包括兄弟姐妹，亲戚和朋友）的一点建议： 

孩子的悲伤是怎样的? 

l 想归纳出孩子在面对不同亲人死亡时的共同反应不太容易，因为孩子们的性格、个

性和环境都各不相同 

l 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一系列的反应，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发育阶段。 

l 他们的反应也会因为以下的原因的而变化：不同的死亡原因、家庭环境、是否有过

经历死亡或创伤的经验、年龄以及与死者的关系、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他们认识

时间的长短、自身的适应调节能力以及他们在这场经历中获得的支持和关心程度 

l 悲伤的孩子可能表现出来的是忽悲忽喜，这种现象也许会使你和孩子本人感到困

惑。但无论如何，要允许他们表达这些情感并支持他们。安抚他们这些感觉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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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并且应该被表达出来。 

我怎样才能帮助孩子度过悲伤和丧亲之痛? 

“bereavement work”指的是人们不得不尽力摆脱丧亲之痛过程中的各种情感、情绪、

思想和行为，继续前行。 

作为护理人员，你应该尽力帮助悲伤的孩子进行“bereavement work”，以帮助他们尽

可能有效地度过悲伤。 

当然，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帮助方法。但是应尝试将整个过程分成三个

阶段并辅以相应的帮助： 

1.离世前（Pre-bereavement）：一旦孩子们意识到他本人或者他所爱的人即将离世，孩子们

即会感到悲伤。 

2. 离世时：死亡发生的当时会对还在世的亲人朋友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死亡过程充满

痛苦和创伤，则往往会使在世的人感到内疚、愤怒和受伤，而“好的死亡”（good death）

则可以帮助人们追忆孩子生命中那些积极的事情。 

3.离世后：在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悲伤专注于他们已经失去的，而不是他们将要失去的。 

离世前阶段（Pre-bereavement） 

l 鼓励孩子多谈话和交流，特别是跟家人和朋友 

l 避免使用抽象的说法，比如如“你的哥哥睡着了” 

l 允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感 

l 不要将期望强加给孩子(例如说“你不久之后肯定会感觉好一些的”) 

l 鼓励孩子维持原有的日常活动，比如上学 

l 允许孩子产生否认和拒绝的情绪，但要耐心接受孩子的提问 

l 让孩子参与葬礼的筹备工作以及出席葬礼，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意识到亲人的

离去是真实的 

l 孩子是富有创意的，他们可能希望参与制作记忆书以保存那些共同的、有意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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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他们将来长大后可以翻阅回忆 

l 早期识别孩子的悲伤情绪，它通常表现为分离焦虑、悲伤、愤怒或沉默 

l 如果整个家庭气氛是沉默的，则孩子很容易变得孤立，因此要鼓励公开的讨论和交

流，鼓励孩子去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 

l 越小的孩子想法越是天马行空，允许他们通过游戏或者给娃娃讲故事的形式来表

达自己的情感，你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过程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离世后 

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孩子们未必都能够看到遗体或参加葬礼，看

到遗体可能对孩子有帮助，但前提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看到遗体可能帮助失去亲人的孩子: 

l 开始说再见 

l 开始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和结局 

l 开始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l 意识到死去的亲人不会再回来了 

l 减少恐惧 

在孩子看到遗体之前，提前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清楚和详细地告诉孩子。例如，“约瑟

夫躺在床上。他看起来和他活着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他不能动、不能说话。如果你触碰他，

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是冰冷的。他穿着白的衬衫和深灰色裤子。他的房间里会有很多鲜花和卡

片。” 

在进入放置遗体的房间后，让孩子自己选择要做什么：站在门边不动，触摸或抚摸遗体，

给遗体献上他带来的东西，比如一幅画。让孩子自己选择是需要有人陪伴他，还是给他一点

私人时间。 

参加葬礼 

l 保证有一个能够支持他们的人陪伴在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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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告诉他们遗体将被火化或埋葬，消除他们的疑虑 

l 告诉他们死去的人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不会感到害怕 

l 告诉他们死去的人已经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了，不会再感到疼痛 

l 告诉他们之后将举行一个“聚会”，以免他们感到惊讶或沮丧 

l 提前告诉他们其他大人可能会跟他们说的话。例如，男孩可能被告知他们是现在房

子的主人，这可能保证他们无需沮丧 

l 创造机会让他们参与到葬礼中去(比如为遗体献上一副画，或者在葬礼上发表感言) 

其他的道别方式 

如果孩子不能或不想参加葬礼，可以尝试用其他的替代方式来进行告别以帮助孩子度过

悲伤。替代的道别方式包括：在家里或在墓地举行纪念仪式，去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地方，

创造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特别的空间，放飞写有信息的气球，点燃蜡烛并分享彼此特别的回

忆，或开始制作记忆箱或记忆书。 

其他有用的资源 

• Bluebond-Langner， M. (1980) The Private Worlds Of Dying Children，Princeton: Princ

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A. Hain， R. and Liben， S. (2006) Oxford Textbook of Palliative Care fo

r Children – Chapter 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phone and Internet support 

• The Child Death Helpline: The Child Death Helpline is a helpline for anyone affected 

by the death of a child of any age， from prebirth to adul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however recently or long ago: http://www.childdeathhelpline.org/ Helpline: 0800 282 986 E

mail: contact@childdeathhelpline.org 

• Winston’s Wish is a childhood bereavement charity that provide services to bereaved ch

ildren， young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http://www.winstonswish.org.uk/ 

• 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 UK is an organisation of bereaved parents and their families

 offering understand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others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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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children. They also offer support， advice and information to other relatives， friends 

and professionals who are helping the family: www.tcf.org.uk Helpline: 0845 123 2304 E

mail: info@tcf.org.uk 

• TCF Sibling Support is a project run by 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 which provides nationwide self-help support for people who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 brother or sister. www. 

tcfsiblingsupport.org.uk 

• The Child Bereavement Charity http://www.childbereavement.org.uk 

• Grief Encounter aims to help and support each person with an individual http://www.gri

efencounter.org.uk 

• Season for Growth is a loss and grief peer-group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young peopl

e aged 6-18 years in England & Wales:http://seasonsforgrowth.co.uk/ and for Scotland: htt

p://www.notredamecentre.org.uk/seasons-for-growth.asp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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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  儿童舒缓治疗中我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 

你可能已经知道： 

 

1、作为健康专职人员既有价值又充满挑战性 

2、你是光荣地进步还是在难题面前挣扎取决于诸多因素，很多因素（当然不可能全部）是

你可以掌控的 

3、你可以做积极或消极的选择，也可以表现得有建设性或毁灭性 

 

你可能觉得有用的东西： 

 

1、作为专职人员需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熟练掌握专业知

识和技能，并不断学习和进步 

2、精神崩溃在舒缓治疗工作中比其他类似职业少见 

3、儿童舒缓治疗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接受挑战，与优质的团队协作，让我们感到自己在做很

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即使在这项工作中经常会感到悲伤，我们也没有

理由感到不快乐 

4、然而，舒缓治疗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总体发生率是 25%，虽然不比其他医护人员和学生差，

但也好不了多少 

 

 

哪些因素可能使我压力大或崩溃？ 

 

压力过大和精神崩溃不仅对个人有害，也对团队和病人有害，因为压力大可以引起激惹、偏

执、激辩、低效率、失误、愤恨、沟通不佳及丧失同情心和耐心，甚至生病等问题。 

        

以往文献提示许多因素可能导致压力大和崩溃： 

 

个人因素： 

         1、情绪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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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失落感 

         3、孤独感 

         4、杞人忧天 

 

精神因素： 

        1、心理健康问题 

        2、成瘾物质滥用 

        3、精神创伤未愈 

 

机构因素： 

        1、超负荷工作 

        2、缺乏角色转换或者工作-生活不分 

        3、资源限制 

        4、担心失业，害怕规章制度，在工作中被欺凌 

        5、太多变化 

        6、不切实际的目标 

 

 

团队因素： 

        1、提供舒缓治疗服务的团队存在的本身就包含痛苦和悲伤。当痛苦的程度超过了

团队的恢复力时，团队就会开始分裂，而且这个现象在儿童舒缓治疗中是比较常见的。 

        2、团队分裂表现为： 

        替罪羊：团队成员怪罪某个人并把所有消极情绪都发泄到他或她的身上。 

        分帮分派：当一个团队分裂成不同的小帮派时，每个帮派就会有不同的日常安排和

价值观。 

        团队心理分裂：有点类似替罪羊现象，不同的是消极情绪是指向其他小帮派而不是

个人（比如一个小帮派怪罪另一个小帮派）。 

        拒绝改变：此时团队成员墨守成规，即使改变可以获得进步也不愿意改变。 

        团队崩解：团队精神面貌差，工作质量差，帮派持续斗争和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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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因素： 

        1、也许与直觉相反，与死亡和临终做斗争不是儿童舒缓治疗中工作压力的主要来

源。 

        2、然而，有些病人因素更可能击败你的心理防线： 

        当病人很小时 

        当病人使你想起某个与你亲近的人，或你曾经亲近的人时 

        当死亡因创伤导致时 

        当你与病人建立了亲近的关系时 

        当短时间内出现多起死亡事件时 

 

什么可以使得自己更具有修复能力？ 

 

如果你同时具备多个崩溃的危险因素，可能你会感到担忧。但是请记住保持乐观的心态。如

果你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生计，那么你肯定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何况你的自我修

复能力也可以通过下面几种途径得到提高： 

 

强大内心 

医务工作者既往社会心理创伤的高发生率可能更是一种力量而不是弱点。这意味着我们可以 

通过我们的内心经历学会如何对病人或临终者产生同情、理解和达成沟通。 

 

既然心理创伤可以是一种力量而不是弱点，心理辅导工作就应该引导医务工作者在不能拯救

患者的生命时，要敢于承认和接受伤痛。这意味着你需要做好价值定位，既要增强自我保护

的能力，又要具备能力来应对病人和工作的需要。这些心理工作包括： 

 

个人工作  

        1、健康和能量：保持良好的饮食、睡眠和体育锻炼。 

        2、乐观：我们不能真的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试着往好的方面而不是坏的方面看。 

        3、常识：认识到大的困难也不过是由许多可以克服的小困难组成的。 

 

社交工作 



 

  166 

        1、肯定自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你的帮助，世界上会有更多的病人和苦难。 

        2、实践经验：内心崩溃发生的高危时间为刚开始工作的 2-3 年之内，之后发生率

就减少了。 

        3、乐趣：你喜欢做什么？你现在正在做你喜欢的事情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 

        4、劳累过度：如果你工作太辛苦了，请停止工作。如果你不是由于经济原因不得

不辛苦工作，请放轻松一些。如果你持续逼自己进行超负荷工作，那么你将感到煎熬。 

        5、人际交往：你可能被孤立了。你可能没有广阔的朋友圈。但无论有多困难，请

尽量与他人保持人际交往。他人可以让你感到被欣赏，可以帮助你正确看待事情，可以在你

需要时与你聊天。 

 

机构和团队工作 

        1、记住在舒缓治疗工作中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2、明确你的目标：确保进行适当地回顾和总结。了解清楚你现在的状况并规划下

一步的工作十分重要。 

        3、获得恰当的监管：监管可以为我们提供探讨疑难病例、分享难题、提出解决方

案和做出前进计划的体系。 

        4、团队支持：不同的人可能会处于不同的阶段，那些进度快的人可以帮助那些还

在挣扎的同事。这样有助于产生团体责任感和成员彼此信任感。 

        5、如果以上这些没有做到，请向你的老板报告。如果你就是老板本人，请反思这

些事情的重要性。 

 

如果我发现自己快要崩溃了，怎么办呢？ 

 

当你感到自己濒临崩溃或正在经受一些诸如焦虑、抑郁或药物依赖等心理疾病时，你可能会

非常惶恐。此时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可能会启动，让我们否认或隐藏这些心理问题。然而，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是正视问题，把这些症状当做朋友而不是敌人。 

 

我们的崩溃、焦虑、情绪低落或药物成瘾等行为都是从潜意识到意识的有用信息，提醒我们

有问题、有危险了，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些干预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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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情低落的时候“采取措施”是有难度，但不是办不到。我们使用我们对病人的治疗技巧

和技能，即评价、衡量、分析、计划和行动来治疗自己。比如我们可以： 

        1、评价你自己：诚实地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什么因素造成现在的情况？ 

        2、个人审查：试着为自己做一个崩溃的记录列表，或焦虑、抑郁、药物成瘾评分。

或者与朋友、同事或你的医生诉说你的状态。相信这些结果，并记录下来，以便以后评估状

况的进展。 

        3、分析你的审查结果：你生活中哪些部分给你的压力 大？全面地考虑：个人因

素、个性类型、团队因素、机构因素和环境因素。 

        4、敢于梦想：问你自己以下问题：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它发生而又没有发生的？允

许自己暂时把现实放到一边。如果你有一支魔棒，你想如何改变你的生活？改变后的生活会

是什么样的？ 

        5、设定目标：回到现实。即使你所有的梦想看起来都遥不可及，但你绝对可以朝

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小步。什么样的步骤呢？就是你至少写下三个可以实现的 1 年、1 月、

1 周和 1 天的目标。你可以独自做这件事，但如果跟能够“辅导”你完成这个过程的人交流，

事情往往会变得更简单而有效。 

        6、行动：如果你已经感受到有点崩溃，这个部分可能比较难实施（我们前面说过

不愿意改变是崩溃的早期心理特征）。但是没有人会替你改变你的生活。你想改变就必须付

诸于行动。所以选择一个你为今天设定的目标，并完成这个目标。这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行

动，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多犹豫多慢，只要你行动了，你就给自己发出了这样一个

信号：我现在状态不对，我要朝着一个正确的地方走，努力是值得的。这个正向的推动力是

很有力量的，会给你能量迈出下一步。 

        7、对自己温柔并微笑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每一场旅行都会有走错的步伐、回退的

步伐，也有踏空的步伐。当你走错、回退或摔倒的时候，不要放弃。我们从失败中能学到比

成功更多的东西。爬起身，揩干净身上的尘土，微笑面对你的缺点，并为你付出的努力而庆

祝，正如一个小孩学习骑自行车一样。 终，你会振作起来。 

       还有，请记住，当我们正在经受焦虑、抑郁或药物依赖时，仅仅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和怀有美好的愿望是很难使我们真正脱离困境的。否认这个世间可以无私地给我们爱和支

持，而万事靠自己特立独行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我们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我们。 

    请记住，就算你每天每个小时都在工作了，你也解除不了多少人类的苦难。所以请接受

现实，认清自己。令自己好起来并保持健康是你对病人、同事、家庭、和你自己负责任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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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做法。 

    请寻求帮助。 

 

开始靠近吧 

不要急着迈第二步 

或第三步 

请从第一步开始 

靠近 

这一个脚步 

你不想迈出 

 

从你所知的 

地面 

开始 

这苍白的地面 

就在你脚下 

用你自己的 

方式开始 

交流 

 

从你自己的问题 

开始 

把别人的问题 

抛之脑后 

不要让他们 

扼杀 

简单的事情 

 

去寻觅 

另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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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你自己的声音 

等待直到 

那个声音 

变成一只 

专属的耳朵 

 倾听彼此                                          

现在就开始吧 

迈出一小步 

你可以的 

不要模仿 

别人的 

英雄主义，请谦逊 

集中精力 

开始靠近吧 

不要误认为 

别人 

就是你自己 

 

开始靠近吧 

不要急着迈第二步 

或第三步 

请从第一步开始 

靠近 

这一个脚步 

你不想迈出 

 

——大卫�怀特�《河流：新诗歌选集》 

 

你 感 到 有 点 崩 溃 吗 ？ 如 果 是 ， 请 尝 试 做 一 个 崩 溃 列 表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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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ndtools.com/stress/Brn/BurnoutSelfTest.htm 

坚持写压力日记：http://www.stress-management-for-peak- performance.com/stress-diary.html 

 

测试你是否抑郁或焦虑：http://discoveryhealth.queendom. com/depression abridged access.html; 

http://www.goodmedicine.org. 

uk/files/general%20anxiety,%20assessment%20gadss,%20tahoma.DOC 

你服用过多成瘾性物质了吗？CAGE 量表：http:// counsellingresource.com/quizzes/alcohol-

cage/index.html 

有什么其他资源可能对我有用？ 

Amery, J.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Health Practice. Oxford. Radcliffe Publishing. 2013. 

Amery, J. (Ed.) (2009) Children’s Palliative Care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可从

以下途径获取：<http://www.icpcn.org.uk/core/ core picker/download.asp?id=204> （第 19 章） 

BMA 咨询/ 医生的医生: http://www.bma.org.uk/ doctors health/index.jsp 

以下三个有用的网址： 

匿名戒麻醉品者协会: http://www.ukna.org/  

嗜酒者互诫协会: http://www.aa.org/  

匿名戒可卡因者协会: http://www.cauk.org.uk/ 

英国医生和口腔医生组织：对毒品和酒嗜好者（http://www.bddg.org/page.php?id=1） 

英国国际医生联盟：如果存在文化和语言障碍，医生可以通过以下平台进行健康咨询：电话: 

0161 456 7828; Email: oda@doctors.org.uk 

医生支持网：是一个对任何心理健康问题的医生自助团队。他们还有一个保密的、匿名的同

行支持热线电话：http://www.dsn.org.uk/ 

医学生涯：可以导致残疾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焦虑、双向人格、抑郁、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

心理健康问题常常伴随酒精、毒品滥用和饮食紊乱。很多人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产生心理疾

病。http://www.medicalcareers.nhs.uk/career options/ doctors with disabilities/doctors with mental 

health c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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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舒缓治疗协会主要处方集（第三版 2015） 

前言 

欢迎阅读儿童舒缓治疗协会（APPM）第三版处方。虽然这个版本与前两个版本的出版时间

相隔不久，但是这个版本对某些药物的使用还是做了很大的修改。许多药物都被大刀阔斧地

重新编写，参考文献也已经更新。此文密集地提到了 2012 年 WHO 发布的疼痛指南，指南

中对疼痛的阶梯治疗也进行了修订。我们决定与其冗长地介绍每个药物，还不如集中介绍主

要的用药实践经验。我们主要介绍了舒缓治疗中药物的特殊使用方法，而对于那些常规的适

应症，因可以轻易地从国家处方集中查询到，我们将不再展开介绍。我们还对每个药物的使

用权限进行了标注。 

 

每个药的用药方法均引用自研究性文章。药物的用法用量参考我们也标注了出处。很多药物

在儿童的用量研究证据不足，或者是从成人用量折算的。有些用量也仅是根据临床共识制定。

尽管这些不一定是儿童给药的 佳方案，但是我们深知在儿童中，特别是在儿童舒缓治疗中

研究药物剂量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这个领域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在迅速发展。 

 

我们只介绍了在英国的儿童舒缓治疗中常用的药物及其给药途径和适应症。药物是根据药物

通用名按 abc 排序的。我们强烈建议临床医生不要超出权限开处方，如有疑问请咨询儿童舒

缓治疗的专业人士。某些药物的大剂量使用可能是由对这些药物使用经验丰富的专家推荐

的。 

    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的同行可以与我们交流以改进此处方集。若您发现此

文有疏漏请跟我们联系，email：appm@togetherforshortlives.org.uk. 我们希望儿童舒缓治疗领

域的其他书籍或医院内处方的内容都基于此主要处方集。英国所有主要的儿童舒缓治疗处方

与本文中介绍的处方在格式和内容上都是一致的。这个处方集是免费的，此文的笔者们共同

致力于改善世界各国儿童的舒缓治疗。您可随意复制此文内容，但请不要更改、剽窃或试图

将任何内容据为己有。如果您需要将此文用于特殊目的，请先征求我们的同意

（sat.jass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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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RE=强研究证据  SR=弱研究证据   CC=无出版的研究证据但有临床共识 

EA=成人中有证据（研究支持或临床共识）   SC=皮下注射   IV=静脉注射 

IM=肌肉注射   CSCI=持续皮下注射 

 

一般来说，此文中舒缓治疗的药物剂量与以下几个资料建议的剂量相同，包括：《英国国家

处方集》（BNF）[1]，《英国国家儿童处方集》[2]，《新生儿处方集》[3]，《WHO 儿童疾

病相关的持续疼痛药物治疗指南》[4]，《舒缓治疗处方集》[5]，以及《儿童用药》[6]。建

议英国境外的读者除查阅此处方集外，还需参考当地处方指南。 

 

笔者已经非常努力地查证到截止 2014 年 9 月的现有数据和文献，但是药物剂量、适应症、

禁忌症和不良反应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因为新的研究可能增加新的信息。开处方者有责任

去查证当前 新的药物说明书，我们也强烈建议读者在处方此文中的任何药物之前这样做。

此外，舒缓治疗中有些药物的适应症和使用途径是未经过药物生产商批准的。在英国国内，

这种情况是合法的，但是处方者需谨慎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 

 

受版权保护 

A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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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集 

 

1、肾上腺素（局部用药） 

 

用途：少量外出血。 

剂量和给药途径：用 1：1000 （1 mg/mL）的溶液浸湿纱布，直接压迫出血点。 

参考：[1]无出版的研究证据但有临床共识 

 

2、阿芬太尼  

用途： 

        1、是芬太尼的人工合成衍生物，速效，亲脂性阿片类镇痛药。 

        2、手术过程中镇痛，重症监护和辅助通气（作为麻醉辅助用药）的镇痛。 

        3、对其他强阿片类药物不耐受者的备选药物；可作用于应用吗啡可产生神经毒性

的肾衰竭，或 4-5 期严重肾衰竭。 

        4、应用于爆发性疼痛和操作性疼痛。 

剂量和给药途径：用于手术镇痛，重症监护和辅助通气（作为麻醉辅助用药）的镇痛，请咨

询专家意见。 

        通过静脉或皮下推注（假设辅助通气可以采用的剂量） 

               新生儿：初始剂量 5-20 μg/kg，追加剂量可达 10 μg/kg。 

               1 月-18 岁：初始剂量 10-20 μg/kg，追加剂量可达 10 μg/kg。 

        通过持续静脉或皮下注射（假设辅助通气可以采用的剂量） 

               新生儿：前 10 分钟 10-50 μg/kg，然后 30-60 μg/(kg.h)。 

               1 月-18 岁：前 10 分钟 50-100 μg/kg，然后 30-60 μg/(kg.h)持续注入。 

        用于对其他强阿片类药物不耐受者的备选药物；用于吗啡可产生神经毒性的肾衰竭，

或 4-5 期的严重肾衰竭，寻求专家意见。 

        剂量可根据阿片类药物的等效性用如下公式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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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吗啡换算成持续皮下注射阿芬太尼：24 小时吗啡口服总剂量的 1/30。例：

60mg/24 小时口服吗啡=2mg/24 小时持续皮下注射阿芬太尼。 

        持续皮下或静脉注射吗啡换算成持续皮下注射阿芬太尼：24 小时持续皮下或静脉

注射吗啡总量的 1/15。例：30mg/24 小时持续皮下或静脉注射吗啡=2mg/24 小时持续皮下注

射阿芬太尼。 

        持续皮下注射二乙酰吗啡换算成持续皮下注射阿芬太尼：24 小时二乙酰吗啡总剂

量的 1/10。例：30mg/24 小时二乙酰吗啡=3mg/24 小时持续皮下注射阿芬太尼。 

        如果换用阿芬太尼是由于前面使用的阿片类药物毒性大，那么小剂量的阿芬太尼也

可以发挥足够的镇痛作用。 

       未接受过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成人使用阿芬太尼的剂量：0.5-1 mg，24 小时持续皮下

注射。 

       用于爆发性疼痛，寻求专家意见。 

      皮下注射、舌下含服或口服 

      建议使用持续皮下注射总剂量的 1/6-1/10。然而，必要时使用的有效剂量和常规的剂

量之间并没有明显关系。阿芬太尼的作用时间短（~30 分钟），即使是必要时使用的剂量已

经过精密计算，可能还是需要频繁给药（甚至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用药剂量和频率应定

期进行回顾评估。 

      用于操作性疼痛，寻求专家意见。 

       皮下注射、舌下含服或口服 

                成人：单剂量 250-500 μg。 

                儿童：单剂量 5 μg/kg。 

      在可能引起疼痛的操作前 5 分钟给药，必要时重复给药。 

 

注意事项： 

        1、阿芬太尼注射剂是被批准用于儿童麻醉前和麻醉中补充镇痛的药物。在儿童舒

缓治疗中缓解疼痛尚未获得批准。口服、舌下含服或鼻腔给予阿芬太尼用于缓解突发或爆发

性疼痛是未经批准的适应症和给药途径。注射液可能可以用于口服、舌下含服或鼻腔给药

（未获批准）。 

       2、在舒缓治疗（尤其是儿童）过程中，关于阿芬太尼可用于镇痛的剂量并没有太多

的信息和资料可供参考。剂量基本是通过其他阿片类药物经过等效性换算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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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效力：比肠外应用吗啡效力强 10-20 倍，约为芬太尼效力的 25%。 

       4、对严重肾衰竭病人非常有用（无需减量）。严重肝衰竭病人可能需要减量。 

       5、为了避免在肥胖患儿身上使用过量，剂量的计算可能需要根据理想身高体重比而

不是实际体重来计算。 

        6、药代动力学：在新生儿中半衰期延长，长期使用可产生剂量累积。1 个月到 12

岁其清除率上升，故可能需要更高剂量输注。 

        7、禁忌症：不能同时与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停药 2 周之内

也禁用。 

        8、相互作用：与细胞色素 P450 抑制剂同时使用时阿芬太尼的药物浓度上升。 

        9、不良反应：呼吸抑制、低血压、低体温、肌肉强直（可以通过神经肌肉阻滞剂

拮抗）。 

        10、皮下或静脉注射时，可以用生理盐水或 5%葡萄糖作为溶媒。持续皮下注射时

阿芬太尼似乎可以与大部分药物配伍通过注射器泵入。与二乙酰吗啡相似，大剂量的阿芬太

尼可以用少量溶媒进行溶解，便于皮下注射。 

        11、剂型：注射剂（500 μg/ml，2 mL 或 10 mL 安剖瓶）；重症监护注射剂（5 mg/mL，

1 mL 安剖瓶，用前必须稀释）；鼻腔喷雾，也可口服/舌下使用（5 mg/5 mL 瓶装，可以从

Torbay 医院定制，每喷含 0.14 mL= 140 μg 阿芬太尼）。 

 

参考：[1, 5-9]  

EA, RE (PICU), CC (ICU 之外的舒缓治疗)/ 

 

3、阿密曲替林 

用途：神经性疼痛。 

剂量和给药途径： 

    口服：2-12 岁儿童：初始剂量 200 μg/kg （ 大量 10 mg）每日晚上 1 次。如果需要，

剂量可逐步提高， 大剂量 1 mg/kg.次，每日 2 次（在专家的指导下服用）。 

          12-18 岁儿童：初始剂量 10 mg，晚上服用，如果需要，剂量可每 3-5 天逐步提

高，至 大剂量 75 mg/天。更高剂量到 150 mg/天，分次服用，可以考虑在专家指导下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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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1、尚未批准用于儿童神经性疼痛。 

          2、镇痛作用数天之后才开始明显，其改善睡眠和食欲的作用可能早于镇痛作用。 

          3、药物相互作用：不与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同时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停药 2

周内亦禁用。与影响 CYP2D6 酶的药物同时使用需谨慎。 

        4、主要不良反应限制了其在儿童中的应用，包括便秘、口干和嗜睡。 

        5、液体剂型可以通过肠喂食管给药。 

        6、剂型：片剂（10 mg, 25 mg, 50 mg），口服溶液（25 mg/5 mL, 50 mg/5 mL）。 

 

参考：[1, 10-12] 

4、阿瑞吡坦 

用途：预防和治疗肿瘤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剂量和给药途径： 

    口服： 10 岁以下儿童：第一天单剂量口服（化疗药前 1 小时）3mg/kg ( 大量 125mg)，

第二、三天单剂量口服 2mg/kg ( 大量 80mg)。 

        大于 10 岁儿童：第一天单剂量口服（化疗药前 1 小时） 125mg，第二、三天单剂

量口服 80mg。 

阿瑞吡坦可与糖皮质激素（常用地塞米松）及 5-羟色胺拮抗剂（如昂丹司琼）联用。 

注意事项:1、阿瑞吡坦已经获得批准用于成人以预防中重度致吐化疗引起的急慢性恶心和呕

吐。 

        2、阿瑞吡坦在儿童和 18 岁以下青少年身上应用尚未获得批准（尽管目前有一些临

床研究正在进行）。10 岁以下儿童中的应用经验有限。 

        3、阿瑞吡坦是 NK1 受体高亲和力的选择性拮抗剂。 

        4、阿瑞吡坦是一个底物，是 CYP3A4 同工酶系统温和的抑制剂和诱导物，也是

CYP2C9 酶的诱导物。所以，阿瑞吡坦可能与影响上述酶代谢过程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包

括利福平、卡巴咪嗪、苯巴比妥、伊曲康唑、克拉霉素、华法林和地塞米松。注意以上列举

的药物并不详尽-请咨询专业人士意见。 

        5、主要副作用：呃逆、消化不良、腹泻、便秘、纳差、乏力、头痛和头晕。 

        6、剂型：胶囊 80 mg 和 125 mg。可配成混悬液口服，即配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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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1, 5, 13-17] 

5、花生油灌肠剂  

用途：粪便软化；通便 

剂量和给药途径： 

        直肠给药： 

        3-7 岁儿童 ：按需给 45-65 mL（1/3-1/2 支） 

        7-12 岁儿童：按需给 65-100 mL（1/2 -3/4 支） 

        12 岁及以上：按需给 100-130 mL（3/4-1 支） 

注意事项： 

        1、花生油来源于花生，禁用于对花生过敏的儿童。 

        2、通常用保留灌肠来软化大便，故可缓慢灌入后保留过夜以充分软化大便。 

        3、使用前用温水浴加热。 

        4、可能引起局部刺激症状。 

        5、已获得批准应用于 3 岁以上儿童。 

        6、剂型：灌肠剂，每支含花生油 130 mL，单剂量一次性包装。 

参考：[1, 6] CC 

6、阿司匹林  

用途：轻中度疼痛；发热 

用法和给药途径： 

    口服：16 岁以上：初始剂量 300 mg，必要时每 4-6 小时重复使用。根据需要可加量至

900 mg，必要时每 4-6 小时重复使用（一天 大量 4 g）        

注意事项：1、因有诱发 Reye 综合征的风险而禁用于儿童。 

          2、哮喘、既往有消化性溃疡、严重肝肾功能损害者慎用。 

          3、有某些心脏疾病的儿童可以在专家的指导下小剂量使用阿司匹林。 

          4、剂型：片剂（75 mg, 300 mg），分散片（75 mg, 300 mg），栓剂（150 mg，

可从制药厂或专业进口公司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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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1] 

7、巴氯芬 

 

用途：用于严重的慢性随意肌强直；神经性疼痛的三线治疗药。 

剂量和给药途径： 

    口服：18 岁以下儿童：初始剂量 300 μg/(kg.d)，分 4 次给药（单次 大剂量 2.5 mg），

每周逐步加量至维持剂量 0.75-2 mg/(kg.d)，分次口服，每天不超过以下剂量： 

8 岁以下儿童每天 大量 40 mg，8-18 岁每天 大剂量 60 mg。 

注意事项： 

1、达到 大治疗量 6 周内若无明显疗效需反思治疗方案。 

        2、在 1 岁以下婴儿身上使用巴氯芬的临床资料非常有限。在此人群中使用巴氯芬，

医生需衡量治疗利弊。 

        3、观察肌力的减低，警惕可能引起的吞咽和呼吸肌麻痹。 

        4、避免骤然停药。 

        5、鞘内注射仅限于专家使用。 

        6、有肾毒性，必要时减量和延长用药间隔时间。 

        7、既往有活动性消化道溃疡者禁用。 

        8、与食物同服或饭后服可减小消化道刺激。 

        9、可通过肠胃管给药。小剂量可用液体剂，用前稀释以减小粘稠度。由于液体剂

是以山梨醇作为溶媒，大剂量可考虑用分散片溶于水中给药。 

        10、剂型：片剂（10 mg），口服溶液（5 mg/5 mL）。 

参考：[1,2,12,18-25] 

8、氨甲酰甲胆碱 

用途： 

l 阿片导致的尿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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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途径： 

口服： 

l 一岁以上儿童：0.6mg/kg/日，分 3-4 次服用， 大单次用量 10mg。 

l 成人剂量：10-25mg 每次，每天 3-4 次。偶尔有必要时，可给予 50mg 起始剂量。 

皮下给药： 

l 一岁以上儿童：0.12-2mg/kg/日，分 3-4 次给药。 大单次用量 2.5mg。 

l 成人剂量：2.5-5mg 每次，每天 3-4 次。 

注意事项 

l 儿童使用氨甲酰甲胆碱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确认（氨甲酰甲胆碱尚未被批准应用

于儿童）。 

l 好进食前服用以减少恶心呕吐的可能。 

l 患有甲亢、消化溃疡、哮喘、心脏疾病和癫痫者禁用。 

l 片剂可以压碎用水分散后管饲，也可选择即用型口服混悬液。 

l 剂型：片剂（10mg 和 25mg），针剂（5mg/mL），仅用于皮下注射。英国没有注

册，但可通过专业进口公司获得。 

参考：[12,26,27] 

9、比沙可定 

用途： 

l 便秘 

剂量和用法： 

口服： 

l 4-18 岁患儿：5-20mg 每天一次，可根据反应调整。 

直肠给药（栓剂）： 

l 2-18 岁患儿：5-10mg 每天一次，可根据反应调整。 

注意事项： 

l 片剂 10-12 小时起效，栓剂 20-60 分钟起效，栓剂必须与粘膜壁直接接触。 

l 属于刺激性泻药。 

l 长期或者过量使用可导致电解质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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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用剂型：片剂（5mg）、栓剂（5mg，10mg）。 

参考：[1,2] 

10、丁丙诺啡 

用途： 

l 中重度疼痛 

剂量和用法： 

舌下给药途径（起始剂量）： 

l 体重 16-25kg：每 6-8 小时给药 100 微克。 

l 体重 25-37.5kg：每 6-8 小时给药 100-200 微克。 

l 体重 37.5-50kg：每 6-8 小时给药 200-300 微克。 

l 体重大于 50kg：每 6-8 小时给药 200-400 微克。 

透皮贴剂： 

l 需经调整或者根据阿片类需要量折算。 

丁丙诺啡贴剂大约等于以下 24 小时口服吗啡的剂量 

吗啡盐 12mg 每天约等于 BuTrans®’5’贴剂       7 天贴剂 

吗啡盐 24mg 每天约等于 BuTrans®’10’贴剂      7 天贴剂 

吗啡盐 48mg 每天约等于 BuTrans®’20’贴剂      7 天贴剂 

吗啡盐 84mg 每天约等于 Transtec®’35’贴剂      4 天贴剂 

吗啡盐 126mg 每天约等于 Transtec®’52.5’贴剂    4 天贴剂 

吗啡盐 168mg 每天约等于 Transtec®’70’贴剂     4 天贴剂 

注意事项： 

l 舌下片剂尚未批准用于小于 6 岁患儿。 

l 贴剂尚未批准用于儿童。 

l 兼具阿片类激动和拮抗作用，患儿大量应用其他阿片类药物时可能会有戒断症状，

包括疼痛。 

l 舌下给药作用时间 6-8 小时。 

l 慎用于肝损害和潜在可能有相互作用的药物，例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l 可用剂型：片剂（200 微克，400 微克）用于舌下给药。片剂可掰成两半服用。 



 

  181 

l 可用剂型：两种贴剂： 

1．BuTrans®——每 7 天一剂。可用剂型有 5（5 微克每小时，持续 7 天），10（10

微克每小时，持续 7 天），和 20（20 微克每小时，持续 7 天） 

2．TransTec®——每 96 小时用一剂，可用剂型有 35（35 微克每小时，持续 96 小

时），52.5（52.5 微克每小时，持续 96 小时），和 70（70 微克每小时，持续

96 小时） 

针对贴剂，通常全身药物浓度在 12-24 小时达到止痛需求，但在 32-54 小时才达到峰值浓度。

如果从其他阿片类转换： 

l 间隔 4 小时口服吗啡 - 用贴剂后的前 12 小时使用常规剂量 

l 12 小时缓释吗啡 - 在服用 后一剂缓释吗啡后立即使用贴剂 

l 24 小时缓释吗啡 - 在服用 后一剂缓释吗啡后 12 小时使用贴剂 

l 持续皮下泵入吗啡 - 使用贴剂后再继续泵入吗啡 12 小时 

l 纳洛酮只能部分拮抗该药物 

l 贴剂吸收速度受温度影响，所以注意发热和洗热水澡等引起的环境温度升高：可能

会导致意外过量从而引发呼吸抑制。 

l 贴剂是用于稳定情况下低剂量阿片类止痛的方便给药方式，例如严重神经损伤病例。 

l 第三类管制性药品 

参考：[2,5,28-30] 

11、卡马西平 

用途： 

l 神经病理性疼痛 

l 某些运动障碍 

l 抗痉挛、惊厥 

剂量和用法： 

口服： 

l 1 个月-12 岁患儿：起始剂量 5mg/kg 夜间使用，或者 2.5mg/kg 每天 2 次，必要时

每 3-7 天增加 2.5-5mg/kg，通常维持剂量为 5mg/kg，每天 2-3 次。 大剂量曾用到

20mg/kg/日，分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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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2-18 岁患儿：起始剂量 100-200mg，每天 1-2 次；缓慢增加到通常维持剂量 200-

400mg，每天 2-3 次。 多 1.8g/日，分次给药。 

直肠： 

l 1 个月-18 岁：用量约高于口服剂量的 25%， 高单次剂量 250mg， 多每天给药

4 次。 

注意事项： 

l 对儿童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使用尚未获得正式批准 

l 可导致严重的血液、肝脏和皮肤疾病。应教育家长识别这些病症，尤其是白细胞减

少症。 

l 与许多药物有相互作用，包括多种化疗药物。 

l 由于不同制剂的生物利用度差异很大，所以避免更换产品和厂家。 

l 125 毫克栓剂约同于 100mg 片剂。 

l 口服液可用于直肠给药——应该尽可能保留 2 小时，但可能有泻下作用。 

l 经管饲肠内给药应用液体制剂。在给药前即刻用等体积的水稀释。如果每天用量超

过 400mg，分 4 次等剂量给药。 

l 可用剂型：片剂（100mg，200mg，400mg），咀嚼片（100mg，200mg），液体剂

（100mg/5mL），栓剂（125mg，250mg），和控释片（200mg，400mg）。 

参考：[2,12,31-34] 

12、塞来昔布 

用途： 

l 疼痛、炎症性疼痛、骨痛、僵硬。非一线用药 

l 根据幼年型类风湿关节炎的处理确定剂量 

剂量和用法： 

口服： 

l 2 岁以上患儿： 

l 体重 10-25kg：50mg 每天 2 次或者每天 100mg  

l 体重大于 25kg：100mg 每天 2 次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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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塞来昔布是选择性环氧合酶-2 抑制剂 

l 在英国尚未批准用于儿童 

l 所有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包括选择性环氧合酶-2 抑制剂，无论有无基线心

血管风险因素或 NSAID 使用时间长短，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略增加血栓性事件（如

心肌梗死和中风）的发生风险；然而，大剂量长时间使用者的风险仍然是 高的。

COX-2 抑制剂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l 所有NSAID都会导致严重胃肠道毒性。但COX-2抑制剂与非选择性NSAID相比，

严重上消化道副作用减少。 

l 肾功能损害者慎用，严重肾功能损害者禁用。 

l 肝损害者慎用。 

l 塞来昔布与许多常用药物有相互作用，应英国国家处方集（BNF）（ 新线上版本）. 

l 胶囊可以打开，内容物与软食物混合后立即服用。对于 50mg 剂量， 好以大约

100mg 胶囊内容物的一半估计。 

l 可用剂型：胶囊 100mg，200mg。 

参考：[1,35-38]SR 

13、水合氯醛 

用途： 

l 失眠症 

l 激惹征 

剂量和用法： 

口服或者直肠给药: 

l 新生儿：30mg/kg 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根据需要可以增加到 45mg/kg 夜用。 

l 1 个月-12 岁：30mg/kg 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根据需要可以增加到 50mg/kg。

大单剂用量 1g。 

l 12-18 岁：500mg 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或根据需要应用。如有必要可增加至 1-2g。

大单剂量为 2g。 

注意事项： 

l 激惹征和小于 2 岁婴儿的失眠症尚未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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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口服：与足够的果汁、水或者奶混合可减轻胃刺激并掩盖令人不快的口感 

l 直肠给药用口服溶液或者栓剂（从某些“特殊产品”生产商处获得） 

l 长期使用可有累积，严重肝肾损害者应避免使用 

l 可用剂型：片剂（氯醛甜菜碱 707mg = 水合氯醛 414mg——Welldorm®），口服液

（143.3mg/5mL——Welldorm®；200mg/5mL 和 500mg/5mL 均可从“特殊产品”生

产商或者专业进口公司获得），栓剂（“特殊产品”生产商处有各种剂型 25mg，

50mg，60mg，100mg，200mg，和 500mg） 

参考：[2,3,6,39-41] 

14、氯丙嗪 

用途： 

l 呃逆 

l 疾病终末期的恶心、呕吐（在其他药物不适用时） 

剂量和用法： 

呃逆： 

口服： 

l 1-6 岁患儿： 500 微克/kg ，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根据临床效果调整剂量（ 大

剂量 40mg/日）。 

l 6-12 岁患儿：10mg 3 次/日，根据临床效果调整剂量（ 大剂量 75mg/日）。 

l 12-18 岁患儿：25mg 3 次/日（或者 75mg 睡前口服），根据临床效果调整剂量，更

大剂量适用于专科治疗。 

疾病终末期的恶心、呕吐（其他药物不适用时）： 

口服： 

l 1- 6 岁患儿： 500 微克/kg ，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大剂量 40mg/日。 

l 6-12 岁患儿：500 微克/kg ，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大剂量 75mg/日。 

l 12-18 岁患儿：10-25mg ，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经肌肉注射给药： 

l 1-6 岁患儿： 500 微克/kg ，每 6-8 小时给药 1 次， 大剂量 40mg/日。 

l 6-12 岁患儿：500 微克/kg ，每 6-8 小时给药 1 次， 大剂量 75mg/日。 

l 12-18 岁患儿：初始剂量为 25mg，之后 25-50mg，每 3-4 小时给药 1 次直至停止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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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注意事项: 

l 儿童难治性呃逆的使用尚未经批准； 

l 慎用于：肝功能损害者（可引起急性昏迷），肾功能损害者（以较小剂量作为起始；

可增加神经细胞的敏感性），心血管疾病者，癫痫（以及可诱发癫痫的疾病）患者，

抑郁症患者，严重的肌无力症患者。 

l 慎用于严重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有黄疸病史的儿童，以及血液恶质病患者（如发生

不明原因的感染或发热，需检查血常规）。较大剂量可发生光敏感，患儿应避免日

光直接接触。 

l 抗精神病药物禁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郁症。 

l 接触性过敏反应；药片不能粉碎服用；口服溶液需小心服用。 

l 可用剂型：包衣片（25 mg, 50 mg, 100 mg）；口服液（25 mg/5 mL, 100 mg/ 5mL）；

注射剂（25 mg/mL 装于 1ml 或 2ml 安瓿中） 

参考: [1, 2, 42-50] 

15、氧异安定 

用途： 

l 癫痫的辅助治疗 

剂量和用法： 

口服： 

l 1 月-6 岁患儿：初始剂量为 125 微克/Kg，2 次/日。必要时以 5 天为一疗程延长用

药时间，通常维持剂量为 250 微克/Kg，2 次/日。 大剂量：500 微克/Kg（单次剂

量 15mg）2 次/日。 

l 6-18 岁患儿：初始剂量为 5mg/日。必要时以 5 天为一疗程延长用药时间，通常维

持剂量为 0.3-1mg/Kg /日。 大剂量：60 mg/日。每日剂量 30mg，可在睡前一次服

用；更大剂量应分次口服。 

注意事项: 

l 6 岁以下儿童用药尚未经批准。 

l 一旦确定了氧异安定的有效剂量，在不同剂型之间转换时，应维持患儿治疗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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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l 药片可以整片吞服，也可碾碎混合在苹果汁中一起服用。10mg 药片可以等分为 5mg

服用。氧异安定可以与食物同时服用，也可单独服用。 

l 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与苯二氮卓类药物类似；患儿更容易产生镇静及其他反常的情绪

反应。 

l 可用剂型：片剂 (10mg Frisium(R)); 片剂 (5mg–有个例报道但未被经正式批准); 

口服液 (5mg：5ml 和 10mg：5ml –各有不同优势). 

l 除了用于治疗难治性癫痫外，Frisium(R)片剂被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列为黑名单. 

参考: [2, 6] 

16、氯硝西泮/氯硝安定 

用途： 

l 强直阵挛发作 

l 部分癫痫发作 

l 集群癫痫 

l 肌阵挛 

l 癫痫持续状态(三线药，特别是新生儿) 

l 神经性疼痛 

l 不宁腿综合征 

l 呼吸运动失调 

l 焦虑和恐慌 

剂量和用法： 

口服：（用于抗惊厥治疗，用于其他适应症时，剂量应相应减少） 

l 1 月-1 岁患儿：250 微克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连用 4 天，经 2-4 周增加至维持

剂量 0.5-1mg，夜用，（必要时可分 3 次给药） 

l 1 -5 岁患儿：250 微克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连用 4 天，经 2-4 周增加至维持剂

量 1-3mg，夜用（必要时可分 3 次给药） 

l 5-12 岁患儿：500 微克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连用 4 天，经 2-4 周增加至维持剂

量 3-6mg，夜用（必要时可分 3 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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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2-18 岁患儿：1mg 单剂夜用作为起始剂量，连用 4 天，经 2-4 周增加至维持剂量

4-8mg，夜用（必要时可分 3 次给药） 

癫痫持续状态 (SR) 

持续皮下注射给药： 

l 1 月-18 岁患儿：起始剂量为 20-25 微克/Kg/24 小时； 

l 大起始剂量：1-5 岁：250 微克/24 小时；5-12 岁：500 微克/24 小时； 

l 间隔不少于 12 小时加量至 200 微克/Kg/24 小时（ 大剂量 8mg/24 小时）； 

l 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的剂量可高达 1.4mg/Kg/24 小时。 

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给药（持续至少 2 分钟） 

l 新生儿：100 微克/Kg，静脉注射至少 2 分钟，必要时 24 小时后可重复给药（应避

免使用，除非没有更安全的替代药物）。可用于苯巴比妥、苯妥英难以控制的癫痫

发作。 

l 1 月-12 岁的患儿：通过静脉注射的负荷剂量 50 微克/Kg（ 大量 1mg），后根据

临床反应调整静脉输液 的剂量为 10 微克/Kg/小时。 大量 60 微克/Kg/小时。 

l 12-18 岁的患儿：负荷剂量 1mg，通过静脉注射、静脉输液 10 微克/Kg/小时，根据

临床反应调整速度。 大量 60 微克/Kg/小时。通过静脉注射的负荷剂量为 1mg（

大量 1mg），后根据临床反应调整静脉输液的剂量为 10 微克/Kg/小时。 大剂量

为 60 微克/Kg/小时。 

注意事项: 

l 已批准用于儿童癫痫持续状态和癫痫，神经性疼痛的使用尚未经批准，片剂可用于

儿童。 

l 非常有效的抗惊厥药，由于一些不良反应及耐药性的产生，通常作为三线药物使用。 

l 低剂量用于恐慌、焦虑、终末期镇静、神经性疼痛以及不宁腿综合征。 

l 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否则不可用于急性或严重的呼吸功能不全者。慢性呼吸道疾病

患者应慎用。 

l 氯硝西泮的抗焦虑、镇静作用是安定的 20 倍（250 微克氯硝西泮相当于 5 毫克的

口服安定）。 

l 除可用于抗惊厥外，氯硝西泮还可用于神经功能障碍患儿的舒缓治疗中出现的多种

适应症。 

l 复杂癫痫患儿可大剂量、一日 2 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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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癫痫急性发作期可增加剂量、短期使用 3-5 天，例如病毒性疾病。 

l 20-40 小时的消除半衰期意味着可能需要 6 天到达稳态；快速静滴有毒性和累积风

险；选用负荷剂量可快速地达到稳态。 

l 避免突然停药。 

l 可有唾液分泌过多和流涎现象。 

l 片剂可溶于水通过肠饲管给药。 

l 溶解的氯硝西泮可稳定保存 12 小时，所以应于 12 小时内使用。 

l 可与多种通过持续皮下给药和注射器泵入的常用药相容。 

l 可用剂型：药片 (500ug、2mg); 口服液 (Rosemont 生产的 0.5mg：5ml 和 10mg：

5ml 产品已获得批准，但由于其酒精含量较高，不可用于儿童；其他未经批准的口

服液可以向特殊产品生产商购买。)；注射剂（1mg/ml，未经批准） 

参考：[2, 3, 24, 33, 51, 52] 

17、可乐定 

用途： 

l 焦虑/镇静（术前） 

l 疼痛/镇静/预防阿片戒断症状 

l 区域神经阻滞 

l 痉挛状态 

l 易怒、冲动、攻击性强等行为症状 

剂量和用法： 

焦虑/镇静/术前 

口服/鼻内/直肠给药： 

l 1 月以上患儿：4ug/Kg 单剂给药（建议单剂 大剂量为 150ug），若作为术前用

药应提前 45-60 分钟给药。 

疼痛/镇静/预防阿片戒断症状（主要用于 PICU） 

口服/静脉推注： 

l 1 月以上患儿：起始剂量为 1ug/kg/次，每天 3-4 次，可根据病情需要和对药物

的耐受逐渐加至 大剂量 5ug/Kg/次，每天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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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注： 

l 1 月以上患儿：0.1-2ug/Kg/h 

通常起始剂量： 

l 6 月以下儿童：0.4ug/Kg/h 

l 6 月以上儿童：0.6ug/Kg/h 

对于长期慢性疼痛，一旦建立了有效的口服剂量，可考虑改用与每日剂量等效的可乐定

透皮贴剂（见下面的注释） 

局部神经阻滞——只有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 

l 3 月以上患儿：1-2ug/kg 可乐定与局部麻醉剂联合使用 

痉挛状态/运动障碍 

口服： 

l 1 月以上儿童：1-5ug/kg/次，每天 3 次。给药的频率可以增加，如果不能口服给

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给药。 

行为问题/抽搐/妥瑞氏综合征： 

口服： 

l 4 岁以上患儿：口服：起始剂量为 25ug，夜间服用。必要时可在 1-2 周后增加

至 50ug，夜间服用。剂量可进一步加至每 2 周增加 25ug，直到达到推荐的 大

剂量 5ug/Kg/天或 300ug/天。 

注意事项： 

l 可乐定是一个混合α-1 和α-2 受体的激动剂（主要为α-2）。它与阿片类药物

都有镇痛效果，合用可防止阿片类药物戒断症状，它也有镇静作用，可明确用

于多动症、行为问题和抽搐。 

l 尚未经批准用于儿童。 

l 可乐定可用于治疗高血压，因此降低血压是它的副作用之一。需要根据起始治

疗和每次增加剂量后的临床症状、血压和脉搏脉搏及时调整可乐定的剂量。 

l 如果用药时间超过几天，应慢慢停药以防止急性戒断症状包括高血压反弹。 

l 慎用于心动过缓、雷诺或其他周围血管闭塞性疾病。 

l 常见的副作用包括便秘、恶心、口干、呕吐、体位性低血压、头晕、睡眠障碍、

头痛。 

l 可乐定的临床作用可被具有α-2 拮抗活性的药物（如三环类抗抑郁药和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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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药物）消除。降压作用可能被其他具有降压效果的药物增强。 

l 口服生物利用度 75-100%；一般可 1:1 转化为静脉用药，建议以口服剂量为起

点（大部分为成人数据；注：口服生物利用度在儿童体内可能会降低【53】） 

l 有报道称可乐定可通过直肠给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表明，通过这种途径有近

100%的生物利用度，2.5-4ug/Kg 的直肠剂量已被使用。 

l 起效时间：口服 30-60min，达到血药浓度峰值的时间：口服 1.5-5h；硬膜外 20min；

经皮给药 2 天。 

l 可乐定已成功应用于皮下注射和输液-咨询专家意见。 

l 口服溶液可通过肠饲管给药。一般情况下，如果所需的剂量有合适的片剂规格，

片剂可以压碎用水分散后管饲。注：25ug 片剂没有 100ug 片剂易溶于水。 

l 对于慢性疾病，当有效的口服剂量建立（其足以允许对经皮贴剂 1：1 剂量转换）

时，较大儿童可使用经皮吸收的贴剂。尽管其在英国未经批准，但 3 种规格的

贴剂连续使用 7 天可每天释放 100ug，200ug 和 300ug 的可乐定。 

l 可用剂型：片剂 25ug，100ug；注射剂 150ug/ml；经皮贴剂 100ug，200ug 和

300ug，每日 1 次，用药 7 天（英国没有注册，但可通过专业进口公司获得）；

口服剂型（专用） 50ug/ml。 

参考：[53-67] 

18、Co-danthramer（二羟蒽醌和泊洛沙姆 188） 

用途： 

l 仅用于终末期疾病中的便秘 

剂量和用法： 

口服： 

5ml 的 Co-danthramer25/200 混悬液=1 粒 Co-danthramer25/200 胶囊（二羟蒽醌 25mg 泊

洛沙姆“188”200mg） 

l 2-12 岁患儿：每晚 2.5-5ml 

l 6-12 岁患儿：每晚 1 粒 

l 12-18 岁患儿：每晚 5-10ml 或 1-2 粒，可以加量至 10-20ml，每天两次。 

高浓度的 Co-danthramer 75/1000 混悬液 5ml=两倍浓度的 Co-danthramer 37.5/500 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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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2-18 岁儿童：每晚 5ml 或 1-2 粒胶囊 

注意事项： 

l Co-danthramer 是由二羟蒽醌和泊洛沙姆 188 制成的 

l 属于刺激性泻剂 

l 由于其具有刺激性和致表皮脱落的风险，应避免长时间接触皮肤（避免用于大小便

失禁和用尿布的儿童） 

l 二羟蒽醌可使尿液呈红/棕色 

l 啮齿类动物研究表明有潜在的致癌风险 

参考：[1,2] 

19、磷酸可待因 

欧洲药品管理局药物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已于 2013 年 6 月解决了含有可待

因的药物用于儿童疼痛管理的安全问题。在此之前，PRAC 的审查报告有关于儿童为了缓解

疼痛服用可待因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死亡的事例，这是因为可待因可在体内快速转变为吗

啡，因此那些可以快速代谢可待因的儿童会有严重阿片中毒的危险。 

为确保只有儿童利益大于风险时才给予该药物镇痛，PRAC 推荐了以下风险 小化措施。 

l 因为可待因有呼吸抑制风险，故含可待因的药物只用于治疗 12 岁以上儿童的急性

（短期）中度疼痛，并且只能在其他镇痛药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不能缓解疼痛

时才可以使用。 

l 可待因不能用于 18 岁以下确诊为气道阻塞性疾病或进行扁桃体或腺样体摘除手术

以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儿童，因为这些患儿更易患呼吸道疾病。 

http://www.ema.europa.eu/ema/index.jsp?curl=pages/news_and_events/news/2013/06/news_d

etail_001813.jsp&mid=WC0b01ac058004d5c1 

此外，WHO 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可以取代可待因的药物，因此建议可以直接从非阿片

类药（第一阶梯））转向低剂量的强效阿片类药物以缓解儿童中度疼痛。 

用途： 

l 当患儿不适用或禁用其他药物，且既往曾经应用可待因取得过比较好的效果时可以

仅在必须应用时使用此药。（不适用于基底疼痛的管理） 

l 当其他药物有禁忌或不适使用时，使用可达到效应的剂量及间隔时间用于治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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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 

l 镇咳剂 

剂量和用法： 

经口、直肠、皮下注射，或肌肉注射给药 

l 新生儿：0.5-1mg/Kg，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l 1 月-12 岁患儿：0.5-1mg/kg，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每天 大剂量为 240mg 

l 12-18 岁儿童： 30-60mg，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每天 大剂量为 240mg 

福尔可定润喉止咳糖浆/糖浆用于止咳（注意/可用不同的剂型） 

l 6-12 岁儿童：2.5mg 每日 3-4 次 

l 12-18 岁儿童：5-10mg 每日 3-4 次 

注意事项： 

l 尚未批准用于 1 岁以下儿童。 

l 可待因是吗啡的一种前体物质，1mg 吗啡约等于 10mg 可待因。 

l 从药理学意义上讲，可待因和吗啡是相同的，但可待因的药效更弱持续时间更短。

因此，WHO 推荐它作为低剂量吗啡的替代物。 

l 可待因转化成吗啡是药理学改变的关键。但 5-34 %的人体内缺乏这种转换酶，从而

阻止了可待因转变为活性代谢产物，因此它在这一种人群中是无效的。 

l 对可待因有超快速代谢的个体可能会因阿片类药物的毒性危及生命。 

l 吗啡与海洛因相比更易引起便秘，尤其是在儿童。 

l 尚未批准用于直肠给药。 

l 严禁静脉注射。 

l 肾功能损害的患者应减量。 

l 可用剂型：片剂（15 毫克，30 毫克，60 毫克），口服溶液（25 毫克/5 毫升），注

射剂（60 毫克/毫升），特殊药品生产商处有各种规格的栓剂。福尔可定止咳糖浆 2

毫克/5 毫升，5 毫克/5 毫升和 10 毫克/5 毫升。 

l 一些零售药店不销售磷酸可待因溶液 25 毫克/5 毫升，他们通常销售 15 毫克/5 毫升

的磷酸可待因溶液作为止咳药，通常我们可以询问社区医生能否得到这种药的处方。

注意液体剂的不同规格。 

参考：[1-3，33，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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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赛克利嗪 

适应症 

• 因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 

• 其他特异性止呕药（甲氧氯普胺、5HT3 拮抗剂）无效时的恶心和呕吐 

剂量与用法 

口服或缓慢静脉注射（大于 3-5 分钟） 

• 1 月—6 岁：0.5—1mg/kg，每日 多 3 次，单次 大剂量 25mg； 

• 6—12 岁：25mg，每日 多 3 次； 

• 12—18 岁：50mg，每日 多 3 次； 

直肠给药 

• 2—6 岁：12.5mg，每日 多 3 次； 

• 9—12 岁：25mg，每日 多 3 次； 

• 12—18 岁：50mg，每日 多 3 次； 

持续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 

• 1 月-5 岁：3mg/kg/24h ( 大量 50mg/24h) ； 

• 6–12 岁：75mg/24h； 

• 12–18 岁：150mg/24h； 

注意事项： 

• 为抗组胺抗胆碱止呕药； 

• 片剂未被许可用于 6 岁以下儿童； 

• 注射剂未被许可用于儿童； 

• 抗毒蕈碱的副作用包括口干；嗜睡，头痛，乏力，头晕，支气管分泌物增稠，紧张； 

• 快速皮下注射或静脉推注可导致“头重脚轻”–部分人不喜欢这种感觉，但部分人

很喜欢并要求再次注射； 

• 注射液为酸性，皮下注射及静脉注射时，应注射部位的反应； 

• 持续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只能用注射用水或 5%葡萄糖液稀释，不能用生理盐水

稀释，否则会产生沉淀； 

• 该药有浓度依赖性，不建议与阿芬太尼、地塞米松、乙酰吗啡和羟考酮同用； 

• 栓剂必须冷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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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剂必须粉碎后口服；片剂不易分散溶于水，如为胃管注入，则应将片剂置于 10ml

水中充分震荡 5 分钟后，立即经胃管注入； 

• 常见剂型：片剂(50mg),栓剂(12.5mg, 25mg, 50mg，100mg，其中 100mg 由特殊产

品生产商提供)和注射剂 (50mg/mL)。 

参考: [2, 12, 70] 

21、丹曲林 

适应症： 

• 可用于松弛骨骼肌肉； 

• 慢性重症肌肉痉挛或强直； 

剂量与用法： 

丹曲林剂量应由小剂量逐渐增加 

口服: 

• 5—12岁：起始剂量为500μg/kg，每日1次；七天后增至500μg/kg，每日三次；每

七天可每剂增加500μg/kg，直至起效。 大推荐剂量为2mg/kg，每日3至4次（每

日 大总剂量400mg）； 

• 12—18岁：起始剂量为25mg，每日1次；七天后增至25mg，每日3次；每七天可

每剂增加500μg/kg，直至起效。 大推荐剂量2mg/kg，每日3至4次（每日 大总

剂量400mg）。 

注意事项： 

• 未被许可用于儿童； 

• 存在肝毒性风险，在治疗前，治疗间隔期内应定期检查肝功能。肝损害为禁忌症，

患有肝病或同时使用肝毒性药物的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 

• 能引起嗜睡、头晕、虚弱和腹泻； 

• 常见剂型：胶囊 (25mg,100mg)，口服混悬液(即配即用)。 

参考： [2, 19, 20, 25, 71, 72] 

22、地塞米松 

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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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肿瘤导致颅高压所致头痛； 

• 在颅内肿瘤和其他肿瘤压迫神经、骨骼或致空腔脏器梗阻情况下，起抗炎作用； 

• 神经压迫，脊髓压迫和骨痛时起镇痛作用； 

• 辅助止吐药或在易致呕吐的细胞毒治疗中起止吐作用。 

剂量与用法： 

以下剂量均指地塞米松剂量 

 

缓解因肿瘤导致颅高压所致头痛 

口服或静脉注射： 

1 月—12 岁：250μg/kg，每日两次，持续五日；再减量或停用。 

 

缓解颅内肿瘤或其他肿瘤的症状 

肿瘤治疗过程中的诸多适应症，如脊髓压迫和/或神经压迫，呼吸困难、骨痛、下腔静脉阻塞

等，但必须与专业的舒缓治疗团队讨论，建议大剂量＜16 mg/24hrs。 

 

止吐 

口服或静脉注射： 

• ＜1岁：初始剂量250μg，每日3次；可根据需要和耐受性增加至1mg，每日3次； 

• 1—5岁：初始剂量1mg，每日3次；可根据需要和耐受性剂量增加至2mg，每日3

次； 

• 6—12岁：初始剂量2mg，每日3次；必要时剂量可增加至4mg，每日3次； 

• 12—18 岁：4mg，每日 3 次。 

注意事项： 

• 作为止吐药未被许可用于儿童； 

• 地塞米松具有很高的糖皮质激素活性，但盐皮质激素活性不显著，特别适合于高

剂量抗炎治疗； 

• 对于大多数的适应症，地塞米松可于每日早晨单剂量一次性给予日剂量，从而减

少糖皮质激素诱发失眠与躁动的可能； 

• 地塞米松口服生物利用度＞80%；因此口服剂量转换为皮下或静脉注射剂量比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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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塞米松1mg=磷酸地塞米松1.2mg=地塞米松磷酸钠1.3mg； 

• 地塞米松1mg=7mg强的松（等效抗炎）； 

• 地塞米松为长效药； 

• 体重增加和库欣样外观是儿童使用中 主要的问题；因此，相对于持续给药，所

有专家都偏好于脉冲式给药；每种疾病及科室的使用方法会有所不同，因此应向

本地专家寻求建议； 

• 其他副作用包括：糖尿病、骨质疏松症、肌肉萎缩，消化性溃疡和行为问题，特

别是躁动； 

• 如果地塞米松使用时间少于七天，可直接停药，但大于七天建议逐渐减停； 

• 如果没有地塞米松口服液，则可将片剂溶于水中；口服液或片剂水溶液可通过胃

管给药； 

• 常见剂型：片剂(500μg,2mg)，口服液(2mg/5mL，其他剂型可从特殊产品生产商

处获得)，注射剂为地塞米松磷酸钠(相当于4mg/1mL地塞米松(Organon牌)或

3.3mg/mL地塞米松(Hospira牌)。 

 

参考: [6,49,73-76] 

23、海洛因 

适应症： 

• 中度至重度的疼痛 

• 呼吸困难 

剂量与用法： 

通常为既往镇痛使用的口服吗啡同等剂量 

对既往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的病人使用以下起始剂量，仅有明确说明时才可以将 大剂量作

为起始剂量。 

 

急性或慢性疼痛 

持续皮下或静脉注射 

• 新生儿：起始剂量为 2.5μg/kg/h，必要时可增至 大剂量 7μg/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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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18 岁：7—25μg/kg/h (起始 大剂量为 10 mg/24h) ，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皮下注射、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 

• 新生儿：15μg/kg，必要时可每 6 小时给药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 1—3月：20μg/kg，必要时可每6小时给药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 3—6 月：25—50μg/kg，必要时可每6小时给药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 6—12月：75μg/kg，必要时可4小时给药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 1—12岁：75—100μg/kg，必要时可4小时可重复使用，根据反应调整剂量；推荐

起始剂量为 2.5mg； 

• 12—18岁：75—100μg/kg，必要时可每4小时给药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推荐

大起始剂量为2.5—5mg； 

 

经鼻或口腔 

• 10kg以上患儿：50-100μg/kg； 大单次剂量10 mg。注射液可经鼻或经口给药或

用鼻喷剂（Ayendi®）给药，鼻喷剂现已被获准用于2岁及以上儿童（体重12kg以

上）用来缓解重度急性疼痛。 

 

720μg/喷 

Ø 12-18kg：每次2喷 

Ø 18-24kg：每次3喷 

Ø 24-30kg：每次4喷 

 

1600μg/喷 

Ø 30-40kg：每次2喷 

Ø 40-50kg：每次3喷 

 

爆发性疼痛 

经口，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 

• 对爆发性疼痛，可使用总日剂量的5-10% ，必要时每1-4小时给药一次；  

呼吸困难 

经口，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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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止痛剂量相同，但应少于爆发性疼痛时所用剂量的50%； 

注意事项： 

• 海洛因注射剂已被允许使用于患有绝症的儿童； 

• 海洛因经鼻腔或口腔给药时，可将针剂粉末溶于注射用水（该给药途径未经批

准）或使用鼻腔喷雾剂（已被允许使用于2岁以上儿童以缓解重症急性疼痛）； 

• 在新生儿中使用，由于出生后第一年对阿片类药物的敏感性增加，因此给药间隔

应延长至6或8小时，并根据肾功能，仔细考虑剂量； 

• 在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给药间隔应延长，或在只能用阿片类药物来缓解症状时

使用，可考虑换用芬太尼； 

• 用于持续皮下注射时，可用注射用水稀释，若不相容，可用0.9%的生理盐水稀释

至40mg/ml； 

• 皮下注射海洛因浓度可至250mg/ml； 

• 吗啡注射液可快速取代海洛因，海洛因相较于吗啡唯一的优势在于大剂量时溶解

度更好，而在儿童用药中几乎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 常见剂型：注射剂(5mg,10mg,30mg,100mg,500mg/安瓿)；鼻腔喷雾剂720μg/喷和

1600μg/喷(Ayendi Nasal Spray®)。 

参考：[1, 2, 6, 33, 77, 78] 

24、地西泮 

适应症： 

• 缓解短期焦虑 

• 躁动 

• 惊恐发作 

• 缓解肌肉痉挛 

• 处理癫痫持续状态 

 

剂量与用法： 

缓解短期焦虑，惊恐发作和躁动 

口服： 



 

  199 

• 2—12岁：1—2mg，每日3次； 

• 12—18岁：起始剂量2mg，每日3次；必要时可根据需要和耐药性增至 大

10mg，每日3次； 

 

缓解肌肉痉挛 

口服： 

• 1–12月：起始剂量250μg/kg，一日2次； 

• 1–5 岁：起始剂量2.5mg，一日2次； 

• 5–12岁：起始剂量5mg，一日2次； 

• 12–18岁：起始剂量10mg，一日2次； 大日总剂量40mg； 

癫痫持续状态 

3-5分钟内静脉注射： 

• 新生儿：300—400μg/kg，必要时每10分钟单剂量给药一次； 

• 1月—12岁：300—400μg/kg（ 大10mg），必要时每10分钟给药一次； 

• 12—18岁：10mg，必要时每10分钟给药一次 (在医院内可增至每次20mg)； 

直肠给药： 

• 新生儿：1.25—2.5mg，必要时每10分钟给药一次； 

• 1月—2岁：5mg，必要时每10分钟后给药一次； 

• 2—12岁：5—10mg，必要时每10分钟给药一次； 

• 12—18岁：10mg，必要时每10分钟给药一次 (在医院内可增至每次20mg)； 

注意事项： 

• 不要用于急性或严重呼吸功能不全的病人，除非病人已濒临死亡； 

• 直肠剂尚未经批准用于 1 岁以下的儿童； 

• 轻中度肝脏疾病患者慎用； 

• 通过肝酶细胞色素 P450 组代谢，因此可与任何诱导或抑制这组酶的药物发生相互

作用。如果地西泮与神经松弛药、抗精神病药、镇静药、抗抑郁药、催眠药、镇痛

药、麻醉药、巴比妥类镇静抗组胺药等药物合用时，可能增强中枢抑制作用； 

• 可引起剂量依赖性的嗜睡和精神运动及认知能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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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及直肠给药时生物利用度近 100%； 

• 口服 15 分钟、静脉注射 1—5 分钟起效。直肠给药：地西泮能迅速的经直肠粘膜吸

收，17 分钟达到 大血药浓度； 

• 血浆半衰期长达 24-48 小时，活性代谢产物去甲西泮的血浆半衰期为 48-120 小时； 

• 口服方式可通过胃造口管来进行。通过肠造口管摄入，可考虑将片剂溶解入水中以

降低渗透压； 

• 常见剂型：片剂（2mg，5mg，10mg）；口服液（2mg/5ml，5mg /5ml）；直肠剂

（2.5mg，5mg，10 mg）；注射剂（5mg/ml 的溶液和 5mg/ml 的乳液）。 

参考：[1，2，6，12，19，25，52，79-84] 

25、双氯芬酸钠 

适应症 

• 轻度至中度疼痛和炎症，尤其是肌肉骨骼系统疾病 

剂量和用法 

口服或直肠给药 

• 6个月—18岁：初始剂量为 0.3mg/kg，3次/天，如必要时可增加至 大剂量 1mg/kg，

3 次/天（单次 大剂量 50mg）。 

肌注或静脉注射 

• 2—18 岁：初始剂量 0.3mg/kg，1—2 次/天； 大量为 150mg/d， 多用 2 天。 

注意事项 

将导致开放性动脉导管关闭；禁忌用于导管相关的先天性心脏病 

• 不允许用于 1 岁以下的儿童；栓剂不允许用于六岁以下儿童，1 岁以上的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除外；大于 25mg 的固体剂型不允许用于儿童；注射剂（仅限肌肉推注或

静脉注射）不允许用于儿童； 

• 在儿童中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继发二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还不明确。在成人中，所

有的非甾体类抗炎药（包括环加氧酶-2 选择性抑制剂）可能不同程度地略微增加血

栓事件风险（如心肌梗死和脑卒中），这是一个独立于心血管危险因素或非甾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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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药使用时间的危险因素，长期高剂量使用此药物的患者危险性 高。目前不排

除在儿童中使用略微增加血栓事件的风险； 

• 所有非甾体抗炎药都与胃肠道毒性有关。在成年人中，非甾体类抗炎药相关安全性

数据表明在其在严重上消化道副反应的风险上存在差异——吡罗昔康和酮咯酸风

险 高。吲哚美辛、双氯芬酸、萘普生风险中等，布洛芬风险 低（尽管大剂量布

洛芬会导致中等风险）； 

• 实际上，通过直肠给药的 小剂量是 3.125mg，可以将 1 粒 12.5mg 的栓剂分成四

等份（CC）； 

• 静脉注射，用 5%葡萄糖或生理盐水稀释，注射时间为 30—120 分钟； 

• 分散片剂型可通过胃肠道置管给药，即溶即用； 

• 常见剂型：片剂（25mg，50mg，75mg 控释片），分散片（10mg 来自特殊产品生

产商，50mg），控释胶囊（75mg 和 100mg），注射剂（25mg/L Voltarol®仅用于肌注或

静脉注射），直肠栓剂（12.5mg，25mg，50mg，100mg）。 

参考：[2,6,12,43] 

26、双氢可待因 

适应症： 

• 有益于治疗轻中度疼痛的患者 

剂量与用法： 

口服、深层皮下注射或肌肉注射 

• 1—4 岁：500μg/kg，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 4—12 岁：初始剂量 500μg/kg（ 大剂量 30mg/次），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如有

需要剂量可增加至 1mg/kg，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大剂量 30mg/剂）； 

• 12—18 岁：30mg（ 大剂量 50mg，肌肉注射或深部皮下注射），每 4-6 小时给药

1 次； 

• 控释片每 12 小时服用 1 次（即每次控释片剂量为前 1 天总剂量的 1/2）。 

注意事项 

• 大多数的制剂不允许用于 4 岁以下的儿童； 

• 与吗啡/海洛因相比，容易导致便秘，易出现天花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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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氢可待因本身是一种活性物质，并不像可待因一样是一种前体物质； 

• 口服生物利用度20%，可能与口服可待因等效（但有不同观点），通过注射给

药，效力是可待因的两倍； 

• 即释片，起效时间30分钟，作用时间4小时； 

• 副作用同其他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相同，加上麻痹性肠梗阻、腹部疼痛、感觉异

常； 

• 警惕：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应避免或减量使用； 

• 常见剂型：片剂（30mg、40mg）；口服溶液（10mg/5mL）；注射剂（CD）

（50mg/mL，1mL安瓿）控释片（60mg、90mg、120mg）。 

参考：[2, 5, 33, 43] 注射的依据为EA、CC级别 

27、多库酯钠 

适应症： 

• 便秘（粪便软化剂） 

剂量与用法： 

口服： 

• 6月—12岁：初始剂量为12.5mg/次，3次/天，并根据反应来调整剂量； 

• 2岁—12岁：初始剂量为12.5mg/次，3次/天；剂量可增加至25mg/次，3次/天，必

要时可进一步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 12岁—18岁：初始剂量为100mg/次，3次/天；需要时根据反应可将剂量上升至

500mg/天，分次给药。 

直肠给药： 

• 12岁—18岁：每次1灌肠剂。 

注意事项： 

• 成人口服溶液和胶囊尚未经批准用于12岁以下儿童； 

• 口服制剂在1—2天内起效； 

• 直肠内制剂在20分钟内起效； 

• 作用机理是乳化、湿化和轻度刺激； 

• 专家建议可超剂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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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剂型：胶囊（100mg）；口服溶液（儿童12.5mg/5mL，成人50mg/5mL）；灌

肠剂（10g单剂量包装含120mg）。 

参考：[2] 

28、多潘立酮 

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2014年4月）：多潘立酮可轻度增加严重心血管副反应的风险

性。目前多潘立酮只可用于缓解恶心和呕吐症状，且其剂量与疗程均被减少缩短。多潘立

酮已被禁用于有潜在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危险因素的患者身上。在特定人群里，下面的适应

症和剂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允许使用的。要使用 小有效剂量，不能用于那些已有心脏疾

病或其他风险因素的患者。 

适应症： 

• 胃肠动力差所致的恶心、呕吐 

• 其他治疗无效的胃食管反流 

剂量和用法： 

对于恶心与呕吐 

口服： 

• ＞1岁和体重≤35kg：初始剂量250μg/kg/次，3—4次/天，需要时可增加剂量至500μg 

/kg/次，3—4次/天。 大剂量为每天2.4mg/kg（或80mg）； 

• 体重＞35kg：初始剂量为10mg/次，3—4次/天，需要时可增加剂量至20mg/次，3—4次

/天。 大剂量为每天80mg。 

直肠给药： 

• 体重15—35kg：30mg/次，2次/天； 

• 体重＞35kg：60mg/次，2次/天。 

 

对于胃食管反流和胃肠郁积 

口服： 

• 新生儿：初始剂量为100μg/kg/次，4—6次/天，餐前服用。必要时， 大剂量可增

至300μg/kg/次，4—6次/天； 

• 1月—12岁：初始剂量为200μg/kg/次（ 大单次剂量为10mg），3—4次/天，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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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必要时剂量可增至400μg/kg/次，3—4次/天， 大单次剂量为20mg； 

• 12岁—18岁：初始剂量为10mg/次，3—4次/天，餐前服用。必要时剂量可增至

20mg/次，3—4次/天。 

注意事项： 

• 多潘立酮可能与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风险增加有关； 

• 以下情况禁用： 

Ø 有或可能存在的心脏传导阻滞的情况下 

Ø 潜在的心脏疾患，如充血性心力衰竭 

Ø 已接受延长QT间期药物（如，红霉素、酮康唑）或强效CYP3A4抑制剂治疗

的患者 

Ø 严重的肝损害患者 

• 每日剂量超过30mg，风险性将增加。从 低有效剂量用起； 

• 未被许可用于胃肠郁积；未被许可用于儿童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 相较于甲氧氯普胺，透过血脑屏障的能力较低，引起锥体外系副反应的可能性较

小； 

• 促进胃肠蠕动，故可出现非预期的（或有帮助）腹泻副作用； 

• 不可用于有肝损害的患者； 

• 对于通过肠内置管喂养的患者：应使用混悬剂，尽管需慎重考虑山梨醇的日总剂

量；如果是空肠置管，至少应予等体积的水稀释悬浮剂，后立即进行给药； 

• 常用剂型：片剂（10mg）；口服溶液（5mg/5mL）；栓剂（30mg）。 

参考：[2, 3, 6, 12, 85-90] 

29、安桃乐（一氧化二氮） 

适应症： 

• 在保留意识的情况下，进行自主镇痛 

• 特别用于伤口换药导致的疼痛 

剂量与用法： 

吸入： 

• 通常用于＞5岁的儿童：通过阀门自行给药。根据儿童的需要，氧气可上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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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注意事项： 

• 通常用来作为一种弱效麻醉剂； 

• 起效快，失效快； 

• 只有使用自动供气阀才可以自行给药，所有其他情况都需要专业的儿科麻醉师； 

• 若有气胸或颅脑外伤后有气颅时，使用使用该药物危险； 

• 长时间应用可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 由于训练、管理和供应的影响，特别是需求量很少的话，在临终关怀机构中很难

获得。 

参考：[2, 91] 

30、红霉素 

适应症： 

• 胃肠道淤阻（胃动素受体激动剂） 

剂量和用法 

口服： 

• 新生儿：3mg/kg，每日 4 次； 

• 儿童 1 个月—18 岁：3mg/kg，每天 4 次。 

注意事项： 

尚未经批准用于儿童胃肠道淤阻； 

• 红霉素主要由肝脏排泄，所以正在使用抗生素的肝功能受损患者或者同时接受潜

在肝毒素药物的患者应谨慎使用； 

• 红霉素是细胞色素 P450 的系统抑制剂，它可能增加 P450 系统代谢物的血药浓度，

必要时应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调整剂量，与能够延长心电图 QT 区间的药物合用时，

须谨慎； 

• 常用剂型：片剂（250mg，500mg）和口服混悬液（125mg/5mL，250mg/5mL，

500mg/5mL）。 

参考：[2, 92, 93]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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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酚磺乙胺 

适应症： 

• 止血，包括溃疡型肿瘤表面出血。 

剂量和用法： 

口服： 

• ＞18 岁：每次 500mg，每日 4 次，可一直使用或至停止出血后一周。 

 注意事项： 

• 没有批准用于儿童止血； 

• 常用剂型：片剂（500mg）。 

参考：[1]  

 

32、依托考昔 
适应症： 

• 抗炎性镇痛药；缓解肌肉骨骼疼痛。 

剂量和方法： 

口服： 

• 12—16 岁：初始剂量为 30mg，每日 1 次，必要时可根据需要和耐受性调整至 大

剂量 60mg，每日 1 次； 

• 16 岁以上：常用剂量为 30—90mg，每日 1 次；剂量 120mg 已经用于成人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的短期治疗。 

注意事项： 

• 口服选择性环氧合酶（COX-2）抑制剂； 

• 依托考昔不允许用于小于 16 岁的儿童，依托考昔在小于 12 岁儿童中的药代动力

学研究还较少； 

• 依托考昔可以掩盖发热和其他炎症迹象； 

• 所有的非甾体抗炎药应慎用于对任何非甾体抗炎药有过敏史或有凝血功能障碍的

儿童； 

• 禁忌症：活动性消化性溃疡或活动性胃肠道出血；严重肝或肾功能障碍；炎症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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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充血性心力衰竭； 

• 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继发心血管的风险还未确定。在成人中，COX-2 选择性抑制剂，

双氯芬酸（每日 150mg）和布洛芬（每日 2.4g）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例如：心

梗和中风）； 

• 所有的非甾体类抗炎药都有胃肠毒性。成人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的相对安全性数

据表明吡罗昔康和酮咯酸出现严重上消化道副作用的风险 高，低至中剂量的布

洛芬风险 低。选择性 COX-2 抑制剂致严重上消化道副作用的风险较非选择性非

甾体抗炎药低。儿童较成人对非甾体抗炎药的耐受度好，因此胃肠道副作用虽然有，

但较成人少； 

• 常见 AEs（不良事件）（1-10%患者）：牙槽骨炎；水肿/体液潴留；头晕、头痛；

心悸、心律失常；高血压；支气管痉挛；腹痛；便秘、胀气、胃炎、烧心、反酸、

腹泻、消化不良、上腹不适、恶心、呕吐、食管炎、口腔溃疡；ALT 升高、AST 升

高；瘀血；乏力/疲劳，流感样疾病； 

• 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包括华法林（增加国际标准化比率）；利尿剂、ACE 抑制剂

和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增加肾功能受损的风险）。依托考昔不抑制或诱导

CYP 同工酶，尽管如此，依托考昔代谢的主要途径依赖于细胞色素 P450 酶（主要

是 CYP3A4），所以与诱导或抑制这条途径的药物联合用药时可能会影响依托考昔

代谢； 

• 依托考昔用于口服给药，可与食物同服或单独服用。但是单独服用的起效可能会更

快； 

• 依托考昔片在 10ml 水中能迅速分解为细小颗粒，但在 8 Fr NG 鼻饲管或胃造口无

堵塞情况下容易冲散和冲走； 

• 常用剂型：薄膜包衣片 30mg、60mg、90mg、120mg，片剂含有乳糖。 

参考： [1, 94] SR EA 

33、芬太尼 

适应症： 

• WHO 定义的二阶段疼痛。 

剂量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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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使用与既往口服吗啡镇痛等效的剂量； 

在既往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的患者中使用以下起始剂量，规定的 大剂量必须要从起始剂量

开始用起。 

粘膜给药（口腔黏膜含片）： 

• 儿童 2—18 岁，体重大于 10kg：15μg/kg 作为单剂量给药， 大剂量 400μg（高

剂量用药需专家指导）。 

鼻内给药： 

• 新生儿—2 岁儿童：1μg/kg 作为单剂量； 

• 2—18 岁：1—2μg/kg 作为单剂量， 大初始单剂量 50μg。 

透皮贴剂或连续输注： 

• 基于口服吗啡等效剂量（24 小时总量）。 

静脉注射： 

• 新生儿或婴儿：1—2μg/kg，3-5 分钟缓慢静注；每 2-4 小时给药一次； 

• 儿童：1—2μg/kg 每次，每 30-60 分钟给药一次。 

持续静脉输液： 

• 新生儿或婴儿：起始 3-5 分钟缓慢静脉推注 1—2μg/kg，后 0.5-1μg/kg/h； 

• 儿童：起始 3-5 分钟缓慢静脉推注 1—2μg/kg，后 0.5-1μg/kg/h。 

72 小时的芬太尼贴剂大致相当于以下 24 小时剂量的口服吗啡 

吗啡盐 30 毫克每日=芬太尼‘12’贴剂 

吗啡盐 60 毫克每日=芬太尼‘25’贴剂 

吗啡盐 120 毫克每日=芬太尼‘50’贴剂 

吗啡盐 180 毫克每日=芬太尼‘75’贴剂 

吗啡盐 240 毫克每日=芬太尼‘100’贴剂 

注意事项： 

• 芬太尼贴片应每 72 小时更换 1 次，在更换贴剂时，应更换用药部位； 

• 注射剂不允许在 2 岁以下的儿童中使用，含片和鼻腔喷雾剂不允许使用于儿童； 

• 注射剂 50μg 以下可通过鼻腔给药，50μg 相当于 低强度的喷鼻剂； 

• 注射液可以滴鼻（可能带来不适感）或使用意外急救中心的海洛因鼻腔给药喷雾装

置； 

• 芬太尼在儿童中使用较吗啡的主要优点是它可经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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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肾功能受损、恶化甚至衰竭的病人，芬太尼可作为简易的镇痛方式； 

• 对肝功能受损病人，应尽量避免使用或减少剂量； 

• 它是一种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与吗啡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是需换用阿片类药物时

的理想选择； 

• 新的大量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芬太尼比吗啡较少便秘的发生； 

• 贴片制剂的阿片类药物不适应于姑息治疗的起始或者滴定维持阶段，因为贴片需

要剂量大，且达到稳定血药浓度时间长； 

• 由于缺乏合适的剂量，且不同剂型间没有稳定的剂量转换系数，因此含片在儿童中

应用有限；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30 毫克口服吗啡与 小的含片（200 微克）大

约等效，这意味着含片治疗爆发性疼痛，只适用于每日接受总剂量相当于 180 毫克

或更多的吗啡的儿童。较大的儿童往往会选择在含片完全溶解前就吐掉含片，因此

需要给他们更有效的镇痛方式。注意：含片需含在口腔中不断翻转，而不是吮吸，

由于含片不能自己在口腔中翻转，因此严重的神经肌肉疾病患儿疼痛时不适宜使

用此含片； 

• 经鼻使用芬太尼药物动力学良好，但并不是所有儿童都能配合和耐受。 

枸橼酸芬太尼的常用剂型： 

• 鼻腔喷雾（50μg/喷，100μg /喷，200μg /喷的 InstanylR）。也有 PecFent100ug/喷和

400ug/喷； 

• 口腔粘膜含片（200μg，400μg，600μg，800μg，1.2mg，1.6mg 的 ActiqR）；  

• 舌下含片（100，200，300，400，600 和 800μg Abstral(R)），含片(Effentora(R) 

100,200,400,600and800μg；Breakyl(R)200,400,600, 800 和 1200μg)； 

• 贴剂：（12μg /hrs，25μg / hrs，50μg / hrs，75μg / hrs，100μg / hrs）。 

参考： [2, 4, 5, 8, 77, 96-107] CC 

 

34、氟康唑 

适应症： 

• 粘膜念珠菌感染，侵袭性念珠菌感染或预防免疫抑制患者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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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剂量和用法： 

 

粘膜念珠菌感染 

经口或静脉注射： 

• 小于 2 周的新生儿：第一天 3—6mg/kg，以后按 3 mg/kg，每 72 小时给药 1 次；  

• 2-4 周的新生儿：第一天 3—6 mg/kg，以后按 3 mg/kg，每 48 小时给药 1 次；  

• 1 月至 12 岁儿童：第一天 3—6 mg/kg，以后 3 mg/kg·d（ 大每日剂量 100 mg）； 

• 12—18 岁儿童：50mg/d，严重感染时可增加至 100mg/d。   

侵袭性念珠菌感染和隐球菌感染 ： 

经口或静脉注射： 

• 小于 2 周的新生儿：6-12mg／kg，每 72 小时 1 次； 

• 大于 2 周的新生儿：6-12mg／kg，每 48 小时 1 次； 

• 1 月—18 岁儿童：6-12mg／kg，每 24 小时 1 次（ 大剂量每日 800mg）。 

 

预防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真菌感染的： 

经口或静脉注射： 

• 小于 2 周的新生儿：3-12mg／kg，每 72 小时一次； 

• 大于 2 周的新生儿：3-12mg／kg，每 48 小时一次； 

• 1 月—18 岁儿童：3-12mg／kg，每 24 小时一次（ 大剂量 400mg）。 

注意事项： 

• 口腔念珠菌感染：可以使用 7—14 天； 

• 其他粘膜感染：14—30 天； 

• 对严重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使用时间长短不同； 

• 氟康唑是一种强效的 CYP2C9 抑制剂和中度 CYP3A4 抑制剂，也是 CYP2C19 抑制

剂。使用氟康唑的病人，若联合使用需要通过 CYP2C9、CYP2C19 和 CYP3A4 代

谢，且治疗窗窄的药物时，应严密监测； 

• 常见的不良反应（大于 1/10）：头痛、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谷丙转氨酶升

高、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升高、血碱性磷酸酶增加和皮疹； 

• 静脉输注时应不超过 5—10 毫升/分钟的输液速度，时间大于 10—30 分钟； 

• 口服混悬液可以经肠内喂养管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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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剂型：胶囊（50mg，150 mg，200 mg）；口服混悬液（50 mg / 5mL，200 mg 

/mL）和静脉输液（2mg／ml2ml，50ml 或 100ml 输液袋）。 

参考：[2, 12, 108, 109] 

35 氟西汀 

适应症： 

• 抑郁症 

剂量和用法： 

口服： 

• 8—18 岁儿童：初始剂量为 10mg，每天 1 次。如有必要，1 至 2 周后可逐渐增加

至 大剂量 20mg，每日 1 次。 

注意事项： 

• 允许用于 8 岁以上儿童； 

• 儿童使用时应在精神科专家指导下谨慎使用； 

• 用药前 2 周有可能有增加焦虑的风险； 

• 起效时间 3—4 周； 

• 调整剂量需考虑药物的长半衰期，不能突然停药； 

• 对于神经性疼痛和顽固性咳嗽也有帮助； 

• 在儿童和青少年的临床试验中，自杀相关行为较安慰剂组常见，在儿科试验中躁

狂和轻躁狂也较常见； 

• 氟西汀治疗 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头痛、恶心、失眠、疲劳和腹泻，随着治疗时间

的延长，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会降低强度和频率，一般不会导致治疗终止； 

• 因为氟西汀代谢（如同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其他选择性 5-羟色胺抗抑郁药）需要通

过肝细胞色素 CYP2D6 同功酶系统，因此与使用该酶系统代谢的其他药物联用

时，可能会导致药物相互作用； 

• 常用剂型：胶囊（20mg）和口服液（20mg/ 5mL）。 

参考： [1, 2,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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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巴喷丁： 

适应症： 

• 辅助治疗神经痛 

剂量和用法： 

口服： 

• 大于 2 岁儿童： 

• 第一天 10mg/kg，使用 1 次（ 大单剂量 300mg）； 

• 第二天 10mg/kg，1 天 2 次（ 大单剂量 300mg）； 

• 第三天起 10mg/kg，1 天 3 次（ 大单剂量 300mg）； 

• 如果必要的话， 大可增加至 20mg/kg·次（ 大单剂量 600mg）； 

• 大于 12 岁儿童： 大日剂量可根据治疗反应增加至 3600mg/日。 

注意事项：  

• 未被允许使用于儿童神经病理性疼痛。 

• 在体质虚弱或者使用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的儿童中，应在第一个 3 天后的一

到两周每 3 天增加 1 次输液速度； 

• 作为神经性疼痛的治疗剂量还没有形成共识，这里所提到的剂量是基于部分性发

作和笔者的经验； 

• 按生产商提供的文献，有肾功能损害时剂量应减少； 

• 常见不良反应（大于 1/10）：嗜睡、头晕、共济失调、病毒感染、疲劳、发烧； 

• 胶囊剂可以打开服用，但味苦； 

• 常用剂型：胶囊（100mg，300 mg，400 mg）；片剂（600 mg，800 mg）和口服溶

液 50mg /5mL；（Rosemont-本产品含有丙二醇、乙酰磺胺酸钾、糖精钠，如果给

低体重（39 至 50kg）的青少年使用高剂量的话，可能会超过 WHO 推荐的每日限

制摄入量）。 

参考：[1, 2, 31, 33, 118-120] CC, SR 

37 嘉胃斯康® 

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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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食管反流，消化不良，烧心。 

剂量和用法： 

口服： 

• 新生儿至 2 岁儿童，体重小于 4.5kg：1 剂（半双袋），需要时，需与食物混合服

用，母乳喂养的婴儿需用水混合，24 小时 大剂量为 6 剂； 

• 新生儿至 2 岁儿童，体重大于 4.5kg：2 剂（1 双袋），需要时，需与食物混合服

用，母乳喂养的儿童需用水混合，24 小时 大剂量为 6 剂。       

嘉胃斯康液剂： 

• 2—12 岁儿童：1 片或 5—10ml 液剂，餐后及睡前服用； 

• 12—18 岁儿童：1—2 片或 10—20ml，饭后及睡前服用。 

嘉胃斯康加强型： 

• 2—12 岁儿童：饭后及睡前服用 1 片或 2.5—5ml（仅在咨询专家意见后服用）； 

• 12—18 岁儿童：饭后及睡前服用 1—2 片或 5—10ml 混悬液。 

注意事项： 

• 嘉胃斯康婴儿装仅批准用于婴儿和 2 岁以下儿童，1 岁以下儿童需在医生指导下使

用；虽然嘉胃斯康液剂和片剂批准用于 2 岁以上儿童，但是 2-6 岁儿童需在医生指

导下使用，嘉胃斯康加强型混悬液和片剂批准在 12 岁以上儿童使用，12 岁以下儿

童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 嘉胃斯康不宜与食品增稠剂一起使用，有过多的体液流失（如发热、腹泻、呕吐）

时不宜使用； 

• 嘉胃斯康液剂量每 5ml 含有 3.1mmol 钠；嘉胃斯康片含有 2.65mmol 钠，还含有

阿斯巴甜。嘉胃斯康加强型混悬液每 5ml 含 2.3mmol 钠、1mmol 钾和 5ml 含

2.25ml 钠、1mmol 钾，均含有阿斯巴甜；婴儿装的嘉胃斯康每剂量（每半双袋）

含有 0.92mmol 钠； 

• 常用剂型：嘉胃斯康液体和片剂；嘉胃斯康加强型混悬液和片剂；婴儿装（双袋形

式，每半双袋为 1 个剂量）。 

参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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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甘油 

适应症：便秘 

剂量和用法： 

直肠给药 

新生儿：甘油栓剂顶端（用刀片削 1g 甘油栓的顶端部分使用）； 

1 月至 1 岁儿童：1g 婴儿甘油栓； 

1 岁至 12 岁儿童：2g 儿童甘油栓； 

12 岁至 18 岁儿童：4g 成人甘油栓； 

注意事项： 

1. 插入前用水湿润； 

2. 甘油栓有吸湿和润滑的功能，也可能是直肠兴奋剂； 

3. 通常在 20 分钟到 3 小时起效； 

4. 可用剂型和规格：栓剂（1g、2g 和 4g）。 

参考［1，2，43］CC 

39 格隆溴铵 

适应症：控制上呼吸道分泌物和多涎。 

剂量和用法 

口服： 

 1 月至 18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40ug/kg，一天 3-4 次，根据需要可逐渐加量至 100ug/kg，

一天 3-4 次， 大剂量为 2mg／次，一天 3 次； 

皮下注射：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4ug/kg，一天 3-4 次。根据需要可逐渐加量至 10ug/kg，一天 3-

4 次， 大剂量为 200ug／次，一天 4 次； 

12 岁至 18 岁儿童：200 ug／次，每 4 小时一次。 

持续皮下注入：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10ug/kg／24h。根据需要可逐渐加量至 40ug/kg/24h， 大剂量

为 1.2mg／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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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至 18 岁儿童：600 ug／24h，根据需要可渐加至 1.2mg/24h， 大推荐剂量 2.4mg／24h。 

注意事项： 

1. 尚未经批准用于控制儿童呼吸道分泌物及多涎； 

2. 呼吸道分泌物过多可能会给儿童带来痛苦，但更容易给周围人带来烦恼； 

3. 在分泌物太多成为问题之前即治疗更有效； 

4. 格隆溴铵不能透过血脑屏障，因此比具有同样作用的氢溴酸东莨菪碱副作用小，

心脏相关副作用也较少； 

5. 格隆溴铵比氢溴酸东莨菪碱或者丁溴酸东莨菪碱起效慢； 

6. 格隆溴铵口服吸收较少且个体差异较大； 

7. 可以将注射液或者是将片剂碾碎溶于水中通过口服给药；可以将片剂溶于水中通

过胃管肠内给药，但是粗颗粒容易沉积，所以给药后需要冲洗注射器和管道以确

保药物全部进入体内； 

8. 当通过持续皮下注入给药时，该药与其他常用的姑息治疗药物有较好的相容性； 

9. 可用剂型和规格：片剂（1mg, 2mg，由于英国未被批准片剂，因此需通过进口公

司获得）：儿童给药的剂量不够灵活，昂贵并且难以获得；针剂（200mg/ml， 

1mL 安瓿）也可用于口服（此途径尚未经许可）；口服液可以用葡萄糖吡喀粉

临时制备，也可以从 “特殊产品”制造商处获得。 

参考：［2，121-123］ 

40 氟哌啶醇 

适应症：1. 代谢异常或者终末期肾衰竭等难治性疾病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2. 躁动不安和意识模糊 

        3. 顽固性呃逆 

        4. 精神错乱、幻觉 

剂量和用法 

口服治疗恶心、呕吐：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50ug/kg/24h（起始 大剂量 3mg/24h），分次给药，可根据

需要增至 大剂量 170ug/kg/24h，分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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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岁儿童：1.5mg， 一天 1 次， 夜间给药，可根据需要增至 1.5mg ，一天 2 次； 大

剂量为 5mg ，一天 2 次。 

口服治疗躁动不安和意识模糊：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50ug/kg/24h（起始 大剂量 3mg/24h），分次给药，可根据

需要增至 大剂量 170ug/kg/24h，分次给药； 

12-18 岁儿童：10-20ug／kg 每 8-12 小时给药一次， 大剂量 10mg／天。 

口服治疗顽固性呃逆：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50ug/kg/24h（起始 大剂量 3mg/24h），分次给药，可根据

需要增加至 大剂量 170ug/kg/24h，分次给药； 

12-18 岁儿童：1.5mg 一天 3 次。 

持续静脉输液或皮下注射给药（对于所有适应症）： 

1 月至 12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25ug/kg/24h（起始 大剂量 1.5mg/24h），可根据需要增加

至 大剂量 85ug/kg/24h； 

12-18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1.5mg /24h，可根据需要逐渐增加剂量，推荐 大剂量为 5mg/24h，

然而，较高剂量给药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注意事项： 

1. 氟哌啶醇是 D2 受体拮抗剂和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2. 该药未经批准用于治疗儿童恶心、呕吐，不安和意识模糊或者顽固性呃逆。注射给

药仅用于成人肌肉注射。静脉输液和皮下输注对各个年龄段病人都尚未批准，为标

签外给药途径； 

3. 氟哌啶醇可导致致命的 QT 间期延长和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尤其是静脉给药或者

超推荐剂量用药时。心脏异常、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家族性长 QT 综合征、电解质

紊乱或者正在服用其他可导致 QT 间期延长药物的患者需要慎用氟哌啶醇。如果必

须要静脉输注氟哌啶醇，那么建议同时予心电监测； 

4. 躁动不安和意识模糊的病人给药剂量通常较高； 

5. 对严重焦虑症的成人患者，其给药剂量可超过 15mg/24h； 

6. 口服剂量基于 50%肠外途径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即口服剂量等于 2 倍的肠外剂量； 

7. 长效作用的药物一天给药一次通常是足够的； 

8. 口服液可能需要通过胃管管给药； 

9. 可用剂型和规格：片剂（500ug, 1.5mg, 5mg, 10mg, 20mg），胶囊（500ug），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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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1mg/mL, 2mg/mL），以及注射液（5mg/mL）。 

参考［1，2，6，12，75，124-128］ 

41 氢吗啡酮 

适应症：1. 用于缓解剧烈疼痛的阿片类药物，尤其是适用于不能耐受其他强效阿片类药物

的患者； 

        2. 镇咳药。 

剂量和用法：通常根据既往镇痛治疗的口服吗啡等效剂量进行换算；对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

的病人使用以下起始剂量，仅起始剂量被规定有 大剂量。 

口服： 

1-18 岁儿童：30ug/kg/次， 大剂量 2mg／次，根据需要每 3-4 小时可以加量；12 岁以上儿

童可以使用缓释胶囊，起始剂量为 4mg／次，每 12 小时给药 1 次。 

静脉或者皮下注射： 

1-18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15ug/kg/次，至少 2-3 分钟缓慢注入，每 3-6 小时给药 1 次。 

通过口服剂量换算即口服剂量减半。 

注意事项： 

1. 氢吗啡酮的作用是 mu 受体激动剂共有的； 

2. 该药的注射剂在英国未经许可。可能可以通过专业进口公司获得，但是因为氢吗啡

酮是管制类药物，因此不能直接简单获得； 

3. 口服剂型可用于 12 岁以上儿童的癌症疼痛； 

4. 口服生物利用度是 37-62 %（存在广泛的个体差异），皮下注射 15 分钟后起效；口

服后 30 分钟起效，1 小时达血药浓度峰值，早期的血浆半衰期是 2.5 小时，并后期

有延长，持续作用时间为 4-5 小时； 

5. 效力比变化似乎高于其他阿片类药物，这可能是因为代谢和生物利用度的个体差异； 

6. 口服吗啡剂量换算为口服氢吗啡酮剂量：吗啡剂量的 1/7-1/5； 

7. 静脉输入吗啡换算为静脉输入氢吗啡酮剂量：吗啡剂量的 1/7-1/5； 

8. 停药：在短期治疗（7 - 14 天）后，每 8 小时减少起始剂量的 10-20%，逐渐增加用

药时间间隔。经长期用药后，剂量应该每周减少不超过 10-20%； 

9. 肝功能损害患者慎用，用时需减少起始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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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缓释胶囊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 

11. 胶囊（两种类型）能打开并将内容物洒在软食上一起服用，但是胶囊内容物可能导

致堵管，所以无论如何不能通过胃管给药； 

12. 可用剂型和规格：胶囊（1.3mg，2.6mg）和缓释胶囊（2mg，4mg，8mg，16mg，

24mg） 

参考: CC, EA［1，2，4，5，29，33，100，101，129，130］ 

 

42 丁溴东莨菪碱 

适应症： 

1. 用于胃肠道、泌尿道痉挛引起的疼痛； 

2. 用于减少分泌，尤其对药物透过血脑屏障引发问题的情况。 

剂量和用法： 

口服或肌注或静脉注射： 

1 月－4 岁儿童：300-500ug/kg（ 大剂量 5mg/次），一天 3-4 次； 

5－12 岁儿童：5-10mg/次，一天 3-4 次； 

12－18 岁儿童：10-20mg/次，一天 3-4 次。 

持续皮下泵入： 

1 月－4 岁儿童：1.5mg/kg/24h（ 大剂量 15mg/24h）； 

5－12 岁儿童：30mg/24h； 

12－18 岁儿童：60-80mg/24h； 

可能需要更大剂量；成人用药剂量范围为 20-120mg/24h（ 大剂量 300mg/24h）。 

注意事项： 

1. 该药物不能穿过血脑屏障（与氢溴酸东莨菪碱不同）， 因此无中枢止呕作用，也

不会引起嗜睡； 

2. 片剂未被批准用于 6 岁以下儿童； 

3. 注射剂未被批准用于儿童； 

4. 注射液可通过口服或者胃管给药，如果胃管置入空肠，则可考虑应用肠外疗法，注

射液可放置冰箱中保存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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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脉注射需缓慢给药，时间大于 1 分钟，并可用 5%葡萄糖或者 0.9%的生理盐水稀

释； 

6. 可用剂型和规格：片剂（10mg）和注射剂（20mg/mL）。 

参考：［1，2，12，121，123］ 

 

43 氢溴酸东莨菪碱 

适应症：用于上呼吸道分泌过多及唾液分泌过多 

剂量和用法： 

口服或舌下含服： 

2-12 岁儿童：10ug／kg（ 大剂量 300ug/次），一天 4 次； 

12-18 岁儿童：300ug/次，一天 4 次。 

经皮给药： 

1 月－3 岁儿童：1/4 片 每 72 小时一次； 

3-10 岁儿童：1/2 片 每 72 小时一次； 

10-18 岁儿童：1 片 每 72 小时一次。 

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或输注： 

1 月－18 岁儿童：10ug／kg（ 大剂量 600ug），每 4-8 小时一次，或者持续皮下泵入／静

脉泵入 40-60ug/kg/24h，推荐 大剂量为 2.4mg/24h，专科治疗中经常使用更大剂量。 

注意事项： 

1. 未被批准用于控制儿童上呼吸道分泌物过多及唾液过多； 

2. 在专家指导下经常使用更高剂量； 

3. 重复给药可能引起精神错乱或者镇静，可能引起便秘； 

4. 贴剂可用于耳后无毛发区域的皮肤； 

5. 贴剂可能导致其给药侧的瞳孔大小改变； 

6. 一些专家建议透皮贴片不应剪开使用，但是生产商已经证实剪开使用是安全的； 

7. 注射剂可口服； 

8. 剂型和规格：片剂（150ug，300ug），贴剂（释放 1mg/72h），注射剂（400ug/mL，

600ug/mL），口服溶液可通过 “特殊产品”生产商获得。 

参考：［1，2，43，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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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布洛芬 

适应症：1. 镇痛； 

        2. 发热； 

        3. 用于肌肉骨骼疼痛的辅助治疗。 

剂量和用法： 

口服： 

新生儿：5mg/kg/次，每 12 小时 1 次； 

1-3 月儿童：5mg/kg/次，一天 3-4 次， 好饭后服用； 

3-6 月儿童：50mg／次，一天 3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6 月－1 岁儿童：50mg/次，一天 3-4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1-4 岁儿童：100mg/次，一天 3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4-7 岁儿童：150mg/次，一天 3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7-10 岁儿童：200mg/次，一天 3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大剂量为 2.4g／d； 

10-12 岁儿童：300mg/次，一天 3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30mg/kg/d，

分 3-4 次服用。 大剂量为 2.4g／d； 

12-18 岁儿童：300-400mg/次，一天 3-4 次， 好饭后服用；严重情况下可加至 大剂量 2.4g/d。 

风湿性疾病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镇痛和抗炎治疗： 

3 月-8 岁并且体重>5kg 的儿童：30-40mg/kg/d，分 3-4 次服用， 好饭后服用， 大剂量为

2.4g／d； 

对于全身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药物剂量可增加至 60mg/kg/d，分 4-6 次口服， 大剂

量 2.4g／d（标签外给药）。 

注意事项： 



 

  221 

1. 可能导致动脉导管闭合，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禁用； 

2. 该药是允许用于早产儿促动脉导管闭合的孤儿药； 

3. 该药尚未经批准用于 3 月以下或体重小于 5kg 的儿童； 

4. 外用制剂和颗粒尚未经批准用于儿童； 

5. 布洛芬有抗炎、镇痛、解热的作用，较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的副作用少，但是其抗

炎作用较弱； 

6. 在儿童，非甾体类抗炎药所致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尚未确定。在成人，所有非甾体

类抗炎药（包括环氧化酶 2 选择性抑制剂）都可能不同程度的的轻度增加血栓形成

事件的风险（如心肌梗塞、脑卒中），独立于基线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和非甾体

抗炎药使用时间的长短。然而， 大的风险可能还是会出现在长时间大剂量使用该

药的患者，在儿童不能排除该药存在导致血栓形成事件轻度增加的风险； 

7. 所有的非甾体类抗炎药都有胃肠道毒性。在成人，非甾体类抗炎药的相对安全性数

据表明，不同药物在引起严重上消化道副作用的风险方面存在差异，吡罗昔康和酮

咯酸是风险 高的；吲哚美辛，双氯芬酸，萘普生的风险中等，布洛芬的风险是

低的（虽然大剂量的布洛芬会导致中等风险）； 

8. 注意哮喘和胃炎的症状和体征； 

9. 长期使用布洛芬时，建议同时使用质子泵抑制剂； 

10. 对于胃管给药，建议使用液体制剂；在可能的情况下，先用等体积的水稀释后立即

给药； 

11. 剂型和规格：片剂（200mg，400mg，600mg），胶囊（300mg MR），口服糖浆

（100mg/5ml），颗粒（600mg/袋），喷雾剂、乳膏、凝胶（5%）。 

参考：［1-3，12，131］ 

 

45 异丙托溴铵 

适应症：用于支气管痉挛引起的喘息、呼吸困难 

剂量和用法： 

雾化溶液： 

1 岁以下儿童：62.5ug/次，一天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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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儿童：125-250ug/次，一天 3-4 次； 

5-12 岁儿童：250-500ug/次，一天 3-4 次； 

12 岁以上儿童：500ug/次，一天 3-4 次。 

喷雾剂： 

1 月-6 岁儿童：20ug/次，一天 3 次； 

6-12 岁儿童：20-40ug/次，一天 3 次； 

12-18 岁儿童：20-40ug/次，一天 3-4 次。 

注意事项： 

1. 吸入产品应采用适当的隔离装置，孩子/照顾者应给予相应的培训； 

2. 对于急性哮喘，建议采用氧气雾化； 

3. 对于重度急性哮喘，在开始两小时内可每隔 20-30 分钟给药一次，然后根据病情需

要每 4-6 小时给药一次； 

4. 剂型和规格：雾化溶液（250ug/1ml，500ug/2ml），喷雾剂（20ug/喷）。 

参考：RE［2，6］ 

 

46 氯胺酮 

适应症：1. 治疗神经性疼痛的强阿片类药物的辅助药物； 

2.用于减少 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传递痛觉和阿片耐受性。 

剂量和用法： 

口服或舌下含服： 

1 月-12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150ug/kg，根据需要或每 6-8 小时定期服用一次；需要时增加

150ug/kg 至 400ug/kg。有报道称成人 大剂量为 3mg/kg。 

12 岁以上儿童和成人：起始剂量为 10mg，根据需要或每 6-8 小时定期服用一次；需要时可

逐步增加 10mg 至 50mg。有报道称成人 大剂量为 200mg/次，一天 4 次。 

持续皮下或静脉输入： 

1 月以上儿童和成人：起始剂量 40ug/kg/h，根据反应酌情加量，通常 大剂量为 100ug/kg/h；

有报道称儿童 大剂量为 1.5mg/kg/h，成人 大剂量 2.5mg/kg/h。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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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药为 NMDA 受体拮抗剂； 

2. 该药仅在专家指导下使用； 

3. 尚未被批准用于儿童神经性疼痛； 

4. 大剂量（大剂量推注 1-2mg/kg，输注 600-2700ug/kg/h）用作麻醉剂，如用于短时

间手术； 

5. 舌下含服 大用量是 2ml，该药的苦味导致很难采取该途径给药。在英国，允许使

用特殊制剂舌下含服； 

6. 因为氯胺酮的肝脏首过代谢，肠内用药剂量相当于静脉或者皮下给药剂量的 1/3，

也有其他论文引述皮下给药和口服按 1：1 换算；（参考：Benitez-Rosario） 

7. 激动、幻觉、焦虑、烦躁、睡眠障碍是该药公认的副作用。在儿童，当小于麻醉剂

量使用时，这些副作用都不太常见； 

8. 氯胺酮可引起尿路症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血尿，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建议

停用氯胺酮；（参考：Shahani, 2007; Chen） 

9. 严重肝脏损伤患者慎用，建议减量； 

10. 皮下注射或静脉滴注时，需要用 0.9%生理盐水稀释； 

11. 可单独静脉滴注使用或者加入其他阿片类药物静脉滴注/自控镇痛泵（PCA）/NCA； 

12. 可作为外用凝胶使用，也可滴鼻； 

13. 剂型和规格：注射剂（10mg/ml，50mg/ml，100mg/ml），口服溶液 50mg/5ml（来

自“特殊产品”生产商），注射剂可用于口服，并可混合调味饮料掩盖苦味。 

参考：［101，132-142］CC, EA 

 

47 酮洛酸 

适应症：1.用于中重度急性手术后的短期治疗； 

2.有限的证据证明可用于慢性疼痛。 

剂量和用法： 

中重度急性术后的短期治疗（注意：批准的时长是 多连续 2 天；未被批准用于 16 岁以下

儿童和青少年） 

静脉注射（至少超过 15 秒）或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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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0.5-1mg/kg（ 大剂量为 10mg），根据需要可每 6 小时给予 500ug/kg

（ 大剂量 15mg）， 大剂量 60mg／天； 

16 岁以上儿童：起始剂量为 10mg，根据需要可每 4-6 小时给予 10-30mg（术后早期可 多

每 2 小时给药一次）， 大剂量 90mg／天（体重小于 50kg 的患者的 大剂量为 60mg／

天）。 

 

姑息治疗中的慢性疼痛管理（未被批准的适应症；数据有限；疗效不好；有报道称对口服非

甾体类抗炎药治疗无效的骨痛患者有效）。 

皮下注射： 

16 岁以上儿童：15-30mg/次，一天 3 次 

持续皮下泵入： 

16 岁以上儿童：起始剂量 60mg/24h，根据需要可每次增加 15mg/24h 至 大剂量 90mg/24h。 

注意事项： 

1. 具有较强镇痛作用而仅有中度抗炎作用的非甾体类抗炎药； 

2. 仅许可用于成人及 16 岁以上儿童的中重度急性手术术后的短期疼痛管理（ 多持

续 2 天）； 

3. 皮下给药是未被批准的给药途径； 

4. 禁忌症：对酮洛酸或者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过敏；哮喘史；活动性消化性溃疡；既

往有消化道出血病史；严重心、肝、肾损伤；疑似或确诊脑血管出血或凝血异常。

不要与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联合使用； 

5. 轻度肾损伤的成年患者使用剂量不应该超过 60mg/d； 

6. 所有的非甾体类抗炎药均有胃肠道毒性。在成人，非甾体类抗炎药相对安全性数据

表明酮洛酸和吡罗昔康风险 大。建议使用 小有效剂量且短时间使用，此外，如果酮洛酸

需长期使用，建议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成人使用酮洛酸出现上消化道合并症的风险增加

15 倍，并且使用酮洛酸较其他非选择性非甾体类抗炎药的风险增加 3 倍； 

7. 对于成人，所有的非甾体类抗炎药都会不同程度的增加血栓形成事件的风险。对于

儿童，非甾体类抗炎药继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尚未确定，但是对于成人，酮洛酸是所有非甾

体类抗炎药中引起心肌梗塞风险 大的药物； 

8. 其他可能副作用：很常见（>10%患者）：头疼、消化不良、恶心、腹痛；常见（1-

10%患者）：眩晕、耳鸣、水肿、高血压、贫血、口腔炎、肾功能异常、皮肤瘙痒、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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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疹、出血和注射部位疼痛。使用时间延长则出现副作用的风险会增加； 

9. 药物相互作用：抗凝药（联合不当可能会导致抗凝作用增强）；糖皮质激素（胃肠

道溃疡出血风险增加）；利尿剂（利尿作用降低，非甾体类抗炎药的肾毒性增加）；其他有

肾毒性的药物； 

10. 静脉或肌肉注射约 10-30 分钟起效，1-2 小时内镇痛作用达到 强，中位反应时间

约为 4-6 小时； 

11.皮下注射有刺激性，因此建议使用 0.9%氯化钠尽可能稀释至 大体积，碱性溶液与

酸性药物混合不能兼容的风险很大。一些数据显示酮洛酸可与海洛因或者羟考酮相溶于 0.9%

氯化钠中，而不能与赛克利嗪、葡萄糖吡喀、氟哌定醇、左美丙嗪、咪达唑仑和吗啡相溶； 

12.可用剂型和规格：注射剂 30mg/ml；注射剂含有乙醇作为辅料； 

13. 在英国，口服 10mg 片剂和注射剂 10mg／ml 已经无法买到。（由于需求不足 2013

年初已停产）。 

参考：［1，143-153］ 

 

48 乳果糖 

适应症：1.便秘及便秘相关的大便失禁； 

 2.肝性脑病和昏迷。 

剂量： 

便秘： 

口服：起始剂量一天 2 次，然后根据病情调整至合适剂量： 

新生儿：2.5ml/次，一天 2 次； 

1 月-1 岁儿童：2.5ml／次，一天 1-3 次； 

1-5 岁儿童：5ml/次，一天 1-3 次； 

5-10 岁儿童：10ml/次，一天 1-3 次；10-18 岁儿童：15ml／次，一天 1-3 次。 

肝性脑病： 

12-18 岁儿童：起始剂量为 30-50ml／次，一天 3 次，调整剂量至每天排 2-3 次软便。 

注意事项： 

1.允许用于治疗所有年龄组的便秘，未许可用于儿童肝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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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作用可能有恶心、胀气伴腹绞痛，尤其大剂量使用时，腹胀通常在几天后可以缓解； 

3.半乳糖血症和肠梗阻患者禁用，乳糖不耐受患者慎用； 

4.对于姑息治疗患者，聚乙二醇效果更好，但是聚乙二醇的用量比乳果糖高 5-10 倍，

一些患者可能不能耐受； 

5.令人作呕的味道； 

6.药效可持续 36-48 小时； 

7.可以与水或者其他饮料一起服用； 

8.对于治疗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比较无效，需要激动剂； 

9.15ml/d 相当于 14kcal，所以对糖尿病患者不会有影响； 

10.不会刺激或者直接作用于肠道黏膜； 

11.可用剂型：口服液 10g/15ml，价格比聚乙二醇便宜。 

参考：［1，2，5，6，43，154-156］ 

 

49 兰索拉唑 

适应症：1.胃食管返流； 

        2.糜烂性食管炎； 

        3.预防和治疗非甾体类抗炎药所致的胃和食道刺激； 

        4.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 

剂量和用法： 

口服： 

体重<30kg 的儿童：0.5-1mg/kg, 大剂量为 15mg，一天 1 次，晨起服用。 

体重>30kg 的儿童：15-30mg/次，一天 1 次，晨起服用。 

注意事项： 

1.在英国，兰索拉唑未被批准用于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在美国，兰索拉唑批准用于 1

岁以上患者。不同剂型的剂量不同； 

2. 兰索拉唑是胃质子泵抑制剂。通过抑制胃壁细胞 H+/K+-ATP 酶活性而阻断胃酸分

泌的 后阶段，该抑制具有剂量依赖性且不可逆，且对基础胃酸分泌以及刺激状态下的胃酸

分泌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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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达到 佳疗效， 好晨起服用该药； 

4. 食物可能减少药物吸收及降低药物生物利用度，兰索拉唑 好在餐前 30 分钟服用； 

5.如果症状未完全缓解可以增加药物剂量（建议增加单次给药剂量或者每天二次给药）； 

6.研究表明婴儿及儿童似乎较成人需要更大药物剂量以达到抑酸的目的； 

7.经验性用药认为兰索拉唑片可以减半按 7.5mg/次给药； 

8.肾功能损伤患者不需要调整药物剂量，中重度肝功能损伤患者建议药物剂量减半； 

9.长期使用该药可能引起低镁血症； 

    10.常见副作用（>1/100，<1/10）：头疼、头晕、恶心、腹泻、腹痛、便秘、呕吐、腹

胀、口干、咽炎、肝酶水平升高、寻麻疹、瘙痒、皮疹； 

11.对于胃的 PH 值决定其生物利用度的药物，如阿扎那韦、伊曲康唑，兰索拉唑可影

响其吸收；可能导致地高辛水平增加以及通过 CYP3A4 代谢的药物（如茶碱和他克莫司）的

血药浓度增加；抑制或诱导 CYP2C19 和 CYP3A4 的药物可能影响兰索拉唑的血药浓度；硫

糖铝和抗酸剂可以降低兰索拉唑的生物利用度； 

12.胶囊：胶囊应该整粒用水吞服。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临床实践研究表明可以打开

胶囊并且将颗粒溶于少量水、苹果／番茄汁中或者洒在软食如（酸奶、苹果酱）上服用； 

13.片剂：将药片放置在舌头上并且轻轻吮吸，药片将在嘴中快速崩解并释放肠溶颗粒，

将其咽下，药片可以整片用水吞服或者溶入少量水中服用；药片含有乳糖和天门冬氨酰苯丙

氨酸甲酯，苯丙酮尿症患者慎用； 

14.对于通过鼻胃管或者胃造瘘管给药，兰索拉唑片可溶于 10ml 水中并通过 8Fr 鼻胃

管给药而不会导致堵管；对于更小直径的鼻胃管，可将兰索拉唑胶囊内容颗粒溶于 8.4%碳

酸氢钠中给药；如果鼻胃管堵塞，可以用碳酸氢钠来溶解管道内沉积的颗粒；兰索拉唑较奥

美拉唑更不容易引起小口径管道堵管； 

15．可用剂型：15mg 和 30mg 胶囊；15mg 和 30mg 片剂（Zoton）。 

参考：［1，2，12，157-170］ 

 

50 左美丙嗪 

适应症：1. 广谱止呕药，用于原因不明或者各种原因引起的呕吐； 

        2.该药为一线止呕药治疗无效时可用的二线止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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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于其他治疗方式无法缓解的剧烈疼痛，可能对非常痛苦的患者有用； 

4.用于镇静，尤其是对终末期患者。 

剂量和用法： 

用于止呕： 

口服： 

2-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50-100ug/kg，一天 1-2 次；可根据需要及耐受程度逐渐增加剂量，

不超过 1mg/kg/次（或 大剂量为 25mg/次），一天 1-2 次； 

12-18 岁儿童：起始剂量 3mg/次，一天 1-2 次；可根据需要及耐受程度逐渐增加剂量， 大

剂量为 25mg/次，一天 1-2 次； 

持续静脉或者皮下输注： 

1 月-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100ug/kg/24h，根据需要逐渐增加剂量至 大剂量 400ug／kg/24h，

大剂量为 25mg／24h； 

12-18 岁儿童：起始剂量 5mg/24h，根据需要逐渐加量至 大剂量 25mg/24h； 

用于镇静： 

皮下输注 24 小时： 

1-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350ug/kg/24h（ 大起始剂量 12.5mg），根据需要逐渐增加剂量至

3mg/kg/24h； 

12-18 岁儿童：起始剂量 12.5mg/24h，根据需要逐渐增加剂量至 200mg/24h； 

用于镇痛： 

在成人，口服或者皮下给药起始剂量为 12.5mg/次，根据反应调整用药剂量，通常一天皮下

给药的 大剂量为 100mg，口服的 大剂量为 200mg。 

注意事项： 

• 已批准用于患晚期疾病的儿童以缓解疼痛，焦虑及痛苦； 

• 低剂量可用作止吐剂，必要时可增加剂量，高剂量会有镇静效果，这同时也会限制剂量

的增加； 

• 如果使用大剂量治疗恶心、呕吐效果仍然不理想，则重新考虑病因并联合其他药物治疗； 

• 一些成人治疗经验显示可小剂量含服用于止呕（如：1.5mg，一天 3 次）； 

• 可引起低血压，尤其是大剂量使用时；嗜睡、乏力是常见的副作用； 

• 左美丙嗪及其非羟基化代谢物被认为是细胞色素 P450 2D6 的强效抑制剂。左美丙嗪和

其他由细胞色素 P450 2D6 酶系统代谢的药物合用时，可导致这些药物的血药浓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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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或延长其疗效和／或副作用； 

• 肝功能不全或者心脏病患者禁用或者慎用该药； 

• 片剂给药剂量可为半量或者 1/4 量，可溶于水中通过胃管给药； 

• 对于皮下输注给药可用 0.9%氯化钠或者注射用水稀释药液，皮下给药剂量应是口服剂

量的 2 倍； 

• 剂型和规格：片剂（25mg）和注射液（25mg/ml），也可通过专业进口公司获得 6mg 片

剂。可制备临时口服溶液。 

参考：［1，2，5，12，171-173］CC,EA 

 

51 利多卡因（利多卡因贴剂） 

适应症：用于局部神经痛。 

剂量和用法： 

局部用药： 

3-18 岁儿童：1-2 贴用于患处；一天一贴保持 12 小时，12 小时后去除以减少发生皮肤过敏

的风险； 

18 岁及 18 岁以上成人： 多 3 贴用于患处；一天一贴保持 12 小时，12 小时后去除以减少

发生皮肤过敏的风险。 

注意事项： 

1. 未被批准用于 18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 

2. 根据疼痛部位裁剪药膏的大小和形状，不要用于皮肤破损处和眼周； 

3.  当5%利多卡因药贴用到推荐的 大剂量（即3贴同时使用12h）时，药物总量的3

±2%会在全身起作用，与单次和多次给药效果相似。 

4.  目前推荐的成人 大剂量为3贴／次； 

5.  该贴剂含有丙二醇，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它还含有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对羟基

苯甲酸丙酯，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可能迟发）。大约有16%的患者会出现不良

反应，由于药物性质，这些不良反应为局部反应； 

6.  严重心肌损伤、肾损伤或肝损伤的患者需要慎用该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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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一篇关于贴剂给药部位的研究分析显示粘贴于头部较躯干和四肢的耐受性差； 

8. 剂量来源于英国国家处方集 2012 3月； 

9. 剂型和规格：700mg/贴（5%利多卡因）。 

 

52 复方苯乙哌啶片,止泻宁(商标名) 

适应症：用于非感染性腹泻患者 

用法与用量：口服 

2-4 岁儿童：每次半片，每天 3 次； 

4－9 岁儿童：每次 1 片，每天 3 次； 

9-12 岁儿童：每次 1 片，每天 4 次； 

12-16 岁儿童：每次 2 片，每天 3 次； 

16-18 岁儿童：首次 4 片，随后每次 2 片，每天 4 次。 

注意事项： 

•未获准用于小于 4 岁的儿童； 

•片剂可以磨碎后混于水经由胃管给药。年幼的儿童服用极有可能会过量，症状可能延

迟，需密切观察 48 小时，过量时症状可能有阿片类药物和阿托品中毒的共同表现，故难

以处理。此外，对易感患者，该药物中亚临床剂量的阿托品也可导致明显副作用； 

•规格：复方苯乙哌啶片剂（2.5mg 盐酸地芬诺酯和 25ug 硫酸阿托品）。 

参考：[1，2，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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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洛哌丁胺  

适应症： 

▪ 非感染性腹泻 

▪ 大便失禁 

用法与用量 

口服： 

▪ 1 月－1 岁：起始剂量 100ug/kg，每日 2 次，餐前半小时服用。可根据情况逐渐

加量至 大剂量 2mg/kg/天，分次服用； 

▪ 1-12 岁：起始剂量每次 100mg/kg（单次 大剂量 2mg），每日 3-4 次。可根据

病情逐渐加量至 1.25mg/kg/天，分次服用（每天 大量 16mg）； 

▪ 12–18 岁：初始剂量 2 毫克，每日 2-4 次。可根据病情逐渐加量至 大剂量

16mg/天，分次给药。 

注意： 

▪ 慢性腹泻患儿禁用； 

▪ 胶囊未获准用于 8 岁以下的儿童； 

▪ 糖浆未获准用于 4 岁以下的儿童； 

▪ 常见的副作用：便秘、恶心、胀气； 

▪ 作为止泻剂，洛哌丁胺止泻效果约为可待因的 50 倍。且作用时间长， 大效果可能

16-24 

小时后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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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胃管或胃造口术后：可使用未稀释的溶液制剂，给药后需冲管；也可使用片剂，

无堵塞的风险，但疗效未知；空肠给药不会影响药品疗效；由于液体制剂潜在的渗

透作用，建议给药前用水进一步稀释； 

▪ 规格：片剂（2mg），口腔分散片（2mg）和口服糖浆（1mg/ 5ml）。 

参考：[ 1，2，12，183-185 ] 

 

54 劳拉西泮 

适应症： 

▪ 抗焦虑； 

▪ 镇静催眠； 

▪ 辅助脑刺激； 

▪ 治疗呼吸困难； 

▪ 缓解肌肉痉挛； 

▪ 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用法与用量：除癫痫持续状态，可采用所有途径给药： 

口服： 

▪ <2 岁儿童：25ug/公斤，每天 2-3 次； 

▪ 2-5 岁儿童：500ug，每天 2-3 次； 

▪ 6-10 岁儿童：750ug，每天 3 次； 

▪ 11-14 岁儿童：每次 1 毫克，每天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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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岁儿童：每次 1-2 毫克，每天 3 次。 

舌下含服： 

▪ 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单剂量 25ug/kg，必要时可增至 50ug/ kg（ 大单剂量

1mg）；成人：单剂量 500ug - 1mg，必要时可重复使用。 

注意： 

▪ 未获准用于儿童癫痫持续状态； 

▪ 片剂批准作为 5 岁以上儿童的术前用药；除了癫痫持续状态，注射剂未获准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 

▪ 其镇静催眠的效果是等剂量地西泮的 10 倍； 

▪ 舌下含服吸收好，起效快。不同剂型舌下含服药因吸收不同，效果有明显差异，

但均 

起效快； 

▪ 特殊的舌下片剂在英国无使用许可，但仿制的劳拉西泮片剂（特别是 Genus, PVL 

或 TEVA）可在嘴中溶解，因此可舌下含服； 

▪ 片剂可磨碎后加入水中经由肠内营养管给药； 

▪ 大剂量可能引起嗜睡和呼吸抑制； 

▪ 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患者慎用； 

▪ 规格：片剂（1mg，2.5mg）和注射剂（4mg／ml）。 

参考：[2，5，12，125，186] CC，EA 

55 聚乙二醇 

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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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粪块嵌塞 

•适用于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 

用法与用量：（儿童 Movicol®用于小于 12 岁患儿;成人 Movicol（R）用于 12 岁以上患

儿） 

均采用口服用于治疗便秘或预防粪便嵌塞： 

•1 岁以下：每次 1/2-1 袋，每天 1 次； 

•1-6 岁：每次 1 袋，每天 1 次（酌情调整剂量;每天 多 4 袋）； 

•6-12 岁：每次 2 袋，每天 1 次；（酌情调整剂量;每天 多 4 袋）； 

•12-18 岁：成人每日 1-3 袋（成人 Movicol®）。 

 

粪便嵌塞： 

•1 岁以下：每次 1/2-1 袋，每天 1 次。 

•1-5 岁：首日 2 袋，每 2 天增加 2 袋（每日 多 8 袋）；嵌塞解决后改维持治疗； 

•5-12 岁：首日 4 袋，每 2 天增加 2 袋（每日 多 12 袋）；嵌塞解决后改维持治疗； 

•12-18 岁：首日 4 袋，每天增加 2 袋（每日 多 8 袋）（成人 Movicol®）；全日剂量

需 6 小时内服用。嵌塞解决后改维持治疗。 

注意事项： 

▪ 未批准用于 5 岁以下粪便嵌塞及 2 岁以下慢性便秘的患儿； 

▪ 要维持水分摄入量。警惕体液和电解质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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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反射减弱、胃食管反流及意识障碍者，慎用大剂量； 

▪ 配置方法：儿童 Movicol®每袋溶于 60ml 水中，成人 Movicol®每袋溶于 125ml 水

中；经管道给药：按说明书将药物溶于水中经管道给药，给药后，用适量水冲

管； 

▪ 聚乙二醇口服粉剂也可见于其他品牌 Laxido Orange(R), Molaxole(R)，但这些品牌说

明书写明仅适用于 12 岁以上儿童。 

参考: [1, 2, 12, 155, 187, 188] 

 

56 褪黑素 

适应症： 

▪ 昼夜节律紊乱所致的睡眠障碍（非焦虑性） 

用法与用量： 

口服 

▪ 1 月－18 岁：起始剂量 2-3mg，每 1-2 周根据情况逐渐增加至每天 12mg。 

注意： 

▪ 未获批准用于儿童； 

▪ 仅专业人员开具处方； 

▪ 控释片剂与速释片的组合应用可优化睡眠模式； 

▪ 速释胶囊可打开胶囊并将药物与冷食混合食用效果更佳；缓释胶囊也可打开，但

是不能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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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仅批准 2 mg 控释片剂(Circadin)使用，其它未获许可的多种剂型如速释片仅能

从特殊商品生产商或专业的进口公司获得。 

参考： [1, 2, 189-206] CC 

 

57 美沙酮 

(警告：需由经过特殊培训的专业人员开具处方) 

适应症： 

▪ 主要用于中到重度疼痛患者，尤其是神经痛且对其他阿片类药物效果不佳者； 

▪ 一般不作为一线镇痛药使用。 

注意： 

美沙酮仅可由专业人员开具处方： 

这是由于美沙酮个体差异性大，药代动力学复杂，半衰期长，且该药与其它阿片类药物转

换比率并不确定；初次使用时应密切监测。 

用量与用法： 

对于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的儿童 

口服、静脉注射及皮下注射 

▪ 1-12 岁儿童：每次 100-200ug／kg，前 2-3 次可每 4 小时给药 1 次，之后每 6-12 小时

给药 1 次（起始 大剂量为 5mg）； 

▪ 美沙酮半衰期长且不稳定，容易引起镇静过度，呼吸抑制甚至死亡（多死于二次给药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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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一定要在临床密切监测下使用，尤其是初次使用的前几天。因其体内分布广，使

用前几天常需要大剂量，使其在体内组织达到饱和，一旦饱和，再给予小剂量即有明

显效果，此时继续维持初始剂量短期内可致镇静过度，呼吸抑制甚至死亡； 

▪ 初始剂量使用 2-3 天后建议减量 50%，由于组织饱和和美沙酮的累积，有效剂量可以

有效防止严重副作用的发生。根据病情逐渐调整剂量，每周剂量 大可增加 50%（有

经验的专业人员可能会适当增加其给药频率）； 

▪ 剂量调整后达到稳定血药浓度的时间有时长达 12 天，因此为防止毒副作用发生，需要

密切进行临床评估； 

▪ 对于爆发性疼痛者，我们建议合用半衰期短的阿片类药物。 

与阿片类药物的相互替换 

注意：因药物过量有致死的风险，故阿片类药物的相互替换需要在专业有经验的医师指导

下进行。 

等效剂量： 

美沙酮与其它阿片类药物的等效剂量无固定比率，与其既往使用过的阿片类药物的总剂量

相关，是高度可变的。 

已制定的美沙酮与阿片类药物的换算剂量，是根据非阿片耐受的健康人制定，在此人群单

剂量研究中其效力为吗啡 1-2 倍，但在长期使用吗啡（特别是大剂量）的人群中，美沙酮

效力近吗啡 10 倍之多;有时可达 30 倍甚至更多。既往吗啡使用的越多，其效力越高。这也

可能是无法将美沙酮转换为其他阿片药物的原因。 

吗啡使用患者，若因副作用明显或镇痛效果不佳需换药时，应首选其他阿片类药物。 

如有需要，可咨询疼痛门诊或姑息治疗服务专家。 

参考文献[4] 

在成人中有阿片类药物转化为美沙酮的多个方案，但在儿童中并无相关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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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种方法是：完全停用所有阿片类药物后，才开始予固定剂量的美沙酮，再根据情况

调整给药间期； 

•另一种方法采用了一个过渡期：逐渐减少其它阿片药物剂量，同时加用小剂量美沙酮，然

后逐步调整直至换药。 

从半衰短的阿片药物转换为等效剂量美沙酮的过程比较困难，反之亦然；目前常用的做法

是在专科住院部接受正规治疗 5-6 天或在密切监督下在家里服用口服制剂。 

美沙酮口服制剂与针剂的转换 

•口服剂型与肠外/皮下剂型之间切换比约 2：1（口服：肠外）； 

•口服美沙酮的日总剂量的一半（50％）就是 24 小时肠外/皮下给予美沙酮的剂量； 

•如果与其他药物合用需专业人员指导； 

•如果针剂致局部皮肤反应，可以将溶液再稀释 1 倍并每 12 小时更换注射器； 

•美沙酮需缓慢静脉注射，维持 3-5 分钟以上。 

注意事项： 

•未获准用于儿童； 

•在儿童患者中使用美沙酮的数据有限，目前明确的是个体间的药物动力学有明显差异； 

•使用美沙酮需注意，其对呼吸的影响比镇痛作用时间更长； 

•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便秘，口干，胆道痉挛，呼吸抑制，嗜睡，肌肉僵直，低血

压，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悸，水肿，体位性低血压，幻觉，眩晕，兴奋，烦躁不

安，依赖性，昏迷，尿潴留，输尿管痉挛和体温过低； 

•美沙酮患者可因 QT 间期延长或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死亡（尤其是大剂量时），建

议患者在治疗前进行心电图检查并且在服用美沙酮过程中进行定期检查，尤其是在有任

何危险因素或需美沙酮静脉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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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类拮抗剂纳洛酮和纳曲酮在美沙酮依赖性患者中会产生急性戒断综合症，纳洛酮还

会中和美沙酮的镇痛，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抑制作用； 

•美沙酮与其它药物有明显的相互作用。细胞色素 P450 3A4 酶诱导剂（如卡马西平，苯

巴比妥，苯妥英，利福平，一些抗 HIV 药物）会增加美沙酮代谢速率并可能导致血药

浓度降低，其抑制剂（如阿米替林，环丙沙星，氟康唑）可能导致美沙酮的血药浓度升

高； 

•肾损伤：严重肾损伤者（即 GFR<10ml /分钟或血清肌酸酐>700umol/L），美沙酮剂量

应减少 50%，根据反应调整剂量。美沙酮主要通过肝脏代谢，故在肾功能衰竭者体内

不会明显累积； 

•美沙酮半衰期长，过量时可能需要输注纳洛酮； 

•规格：口服糖浆（2mg/ 5ml），混合型（1mg/ml），溶液（1mg/ml，5mg/ml，10mg/ml

和 20mg/ml），片剂（5mg）和注射剂（10mg/ml）。 

参考：[1，2，4，5，29，43，207-219] 

 

58 甲基纳曲酮  

用途： 

•阿片引起的便秘，单用泻药效果不佳，且其他的相关因素已经得到解决时使用。 

用法与用量： 

皮下注射（常用方法）或静脉推注： 

•1 月-12 岁：单剂量 0.15mg /kg（ 大量为 8mg）； 

• >12 岁，体重 38-61kg 儿童：每次 8mg； 

• >12 岁，体重 62-114kg 儿童：每次 1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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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岁，但体重小于 38 公斤儿童：每次 0.15mg /kg。 

一般情况单次给药即可，必要时可重复，隔天给药一次。根据临床需要可以适当延长给药间

期。患者效果不佳时（没有排便）可进行两次连续给药（24 小时后）（1/3－1/2 的患者给药

后 4 小时内排便，且不会影响其镇痛效果）。 

注意： 

•为 μ 阿片受体拮抗剂，只作用于外周组织，包括胃肠道（促排便和胃排空），并且不影

响阿片类药物的镇痛作用； 

•未批准用于 18 岁以下儿童或青少年； 

•通常用皮下注射，不建议静脉注射； 

•确诊或疑似肠梗阻患者禁止使用； 

•起效时间约 15-60 分钟； 

•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腹痛、腹泻、腹胀、恶心； 

•皮下注射时需要更换注射部位，注射部位皮肤不宜柔嫩，淤青，红肿或坚硬； 

•姑息治疗中便秘的发生是多因素所致，常需加用其他泻药； 

•严重肾功能损害者需减量 50%； 

•该药不能透过血脑屏障； 

•规格：溶液 12mg/0.6ml（皮下注射（Relistor（R））。 

参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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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甲氧氯普胺（胃复安） 

为了减少甲氧氯普胺的神经毒副作用，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 2013 年发表如下声

明：在姑息治疗中，甲氧氯普胺可超说明使用，但应谨慎使用。 

甲氧氯普胺禁用于 1 岁以下儿童。 

甲氧氯普胺可用于 1-18 岁儿童以预防化疗后及术后恶心呕吐，但仅为二线治疗用药。 

甲氧氯普胺只能短期使用（ 多 5 天）。 

适应症： 

•胃压缩或肝脏疾病所致的呕吐； 

•促胃肠蠕动（不完全性肠梗阻及使用抗胆碱能药物者禁用）； 

•打嗝。 

用法与用量： 

口服，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缓慢，至少维持 3 分钟） 

•新生儿：100ug/kg，每 6-8 小时 1 次（口服或静脉注射）； 

•1 月－1 岁且体重 10 公斤以上儿童：100ug/kg，每日 2 次（ 大单次剂量 1mg）； 

•1–18 岁儿童：100-150ug／kg，每天 多可用 3 次。24 小时 大剂量 500ug／kg（单次

大剂量 10mg）。 

每日总剂量也可采用 24 小时以上持续皮下给药或静脉滴注。 

注意： 

•未批准用于 1 岁以下儿童； 

•未批准持续皮下或静脉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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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复安可诱发急性肌张力障碍，如面部和骨骼肌肉痉挛及动眼危象，儿童（特别是女

孩，年轻女性和 10 公斤以下者）尤其容易受到影响，肌张力障碍通常在用药后不久发

生，停药 24 小时后可好转； 

•为减轻副作用，静脉给药时需缓慢推注，至少维持 3 分钟； 

•为确保剂量精确，儿童口服制剂需用带刻度的口服注射器给予，口服液可以经肠营养

管给药； 

•皮下给药有局部刺激性，需用 0.9％NaCl 溶液稀释； 

•规格：片剂（10 毫克），口服溶液（5mg/ 5ml）和注射液（5mg/ml）。 

参考：[1-3，12，43，45，47，50，85，87，227-231] 

 

60 甲硝唑凝胶 

适应症： 

•蕈状伤口或病灶引发的异味 

用法与用量： 

局部应用 

•每日清洁创面 1-2 次，涂药后予非粘附敷料覆盖； 

•管腔样病变：凝胶涂抹石蜡纱布松散包扎。 

注意： 

•Anabact®未批准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 

•Metrogel®未批准用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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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凝胶（Anabact®0.75％，Metrogel®0.75％）。 

参考：[1，2，232] 

61 咪康唑口服凝胶 

适应症： 

•口腔和肠道真菌感染 

用法与用量： 

口服 

预防和治疗口腔念珠菌病： 

•新生儿：1 毫升，每天 2-4 次，餐后涂患处； 

•1 月－2 岁患儿：1.25 毫升，每天 4 次，餐后涂患处； 

•2－18 岁：2.5 毫升，每天 4 次，餐后涂患处;尽可能长时间保留（矫治器应在夜间摘

除，患处涂以凝胶）。 

预防和治疗肠道念珠菌感染： 

•4 个月－18 岁儿童：5mg/kg，每天 4 次， 大量 250mg（10ml），每天 4 次。 

注意： 

•餐后涂于口腔病灶处，且尽可能长时间保留，不宜立即吞咽； 

•病灶愈合后继续使用 7 天； 

•未获准用于 4 月以下婴儿或 5-6 月内的早产儿； 

•儿童：不宜用于咽喉后部，否则有窒息风险，尽量保留凝胶在口中时间，不应立即吞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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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口服凝胶（15g 和 80g 装，24mg／ml）。 

•现已推出咪康唑的含片。适用于免疫功能低下的成人口咽部念珠菌病，Loramyc（R）

50mg 含片应于舌上与上腭间含服，每日一次，疗程 7-14 天。目前无相关儿童使用经验，

但青少年可以选择使用。 

参考：[2，233] 

62 咪达唑仑 

适应症： 

•控制癫痫持续状态和终末期发作； 

•突破性焦虑，如惊恐发作； 

•脑刺激疼痛的辅助治疗； 

•焦虑引起的呼吸困难； 

•临终躁动。 

用法与用量： 

口服或胃造口术给药治疗焦虑或镇静：  

•1 个月－18 岁：单剂量 500ug/kg（ 大 20 毫克）。 

口腔黏膜给药治疗急性焦虑：  

•任何年龄：单次剂量 100ug/kg（ 大初始剂量 5mg）。 

24 小时以上皮下或静脉注射治疗持续焦虑：  

•控制临终癫痫发作剂量的 30-50％可用于控制焦虑，临终躁动和呼吸困难等。 

口腔给药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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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单次剂量 300ug/ kg，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1－3 个月儿童：300ug/ kg（ 大初始剂量 2.5mg），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3 个月－1 岁儿童：2.5 毫克，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1－5 岁儿童：5 毫克，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5－10 岁儿童：7.5 毫克，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10－18 岁儿童：10 毫克，如病情需要可给第 2 剂。 

口腔或鼻腔给药治疗癫痫持续状态后应等待 10 分钟才能重复第 2 剂。 

   注意：治疗癫痫发作时单剂量咪达唑仑效果相当于地西泮（直肠给药）的两倍。为减

少呼吸抑制的风险，对于经常采用地西泮直肠给药的患者，咪达唑仑口腔黏膜给药的

初始剂量应为常用剂量的 50％。 

24 小时以上持续皮下或静脉滴注控制临终期癫痫发作：  

•新生儿（癫痫发作控制）：先给予负荷剂量 150ug/ kg 静脉注射，随后 60ug/kg.h 持

续静脉泵入，以后每 15 分钟上调 60ug/kg.h，直至发作控制（ 大剂量

300ug/kg.h）； 

•1 月－18 岁：初始剂量 50ug/kg.h，逐渐上调至 300ug/kg.h（ 大 100mg/ 24h，在专科

可达 150mg/24h）。 

注意： 

•咪达唑仑口腔黏膜制剂未批准用于 3 个月以下婴儿。咪达唑仑注射剂未批准用于癫痫

发作或焦虑患者； 

•在镇静方面，单剂量咪达唑仑的效果是地西泮的 3 倍，在癫痫方面的效果是地西泮的

两倍。（因半衰期长，安定重复给药效果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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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注射／静脉注射推荐剂量各文献报道差别很大。如不确定，建议以 低的推荐剂

量开始，再快速加量； 

•口腔和鼻内给药 5-15 分钟起效，口腔黏膜给药时，可将总量一分为二，分别含服于双

侧颊黏膜处； 

•黏膜或胃造口途径给药 10-30 分钟起效； 

•静脉给药 2-3 分钟起效，皮下注射 5-10 分钟起效； 

•咪达唑仑半衰期短； 

•大剂量可导致喉痉挛； 

•规格：口服溶液（2.5mg/ml，未批准使用），口腔黏膜溶液（5mg/ml Buccolam

（R）），和注射剂（1mg/ml，2mg/ml，5mg/ml）。其他口服和口腔黏膜溶液（如

Epistatus（R）10mg/ml），也可从特殊产品生产商或专业进口公司获取（无批准）；处

方时注意：口腔黏膜溶液和口服溶液强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 

参考：[2，6，78，79，81，234-239] 

 

63 吗啡 morphine 

用途： 

•主要阿片药物（WHO 第二阶梯止痛药物）； 

•一线口服止痛阿片类药物； 

•呼吸困难； 

•止咳。 

用法与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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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阿片类药者：按以下起始剂量开始使用（ 大剂量仅适用于首次剂量）； 

阿片类药物的转换：根据既往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剂量，使用口服吗啡等效剂量表进行转

换。 

口服或直肠给药： 

•1－3 个月儿童：初始剂量为 50ug/kg，每 4 小时一次，根据药物反应调整剂量； 

•3－6 个月儿童：100ug/kg，每 4 小时一次，根据药物反应调整剂量； 

•6－12 个月儿童：200ug/kg，每 4 小时一次，根据药物反应调整剂量； 

•1-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200-300ug/kg（ 大起始剂量为 5-10mg），每 4 小时一次，

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12－18 岁：起始剂量 5-10mg，每 4 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皮下或静脉注射（缓慢注射，超过 5 分钟以上）： 

•新生儿：起始剂量 25ug/kg，每 6 个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1－6 个月儿童：起始剂量 50-100ug/kg，每 6 个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6 个月－2 岁儿童：起始剂量 100ug/kg，每 4 个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2－12 岁儿童：起始剂量 100ug/kg，每 4 个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大初始

剂量 2.5mg； 

•12－18 岁：起始剂量 2.5-5mg，每 4 个小时一次，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大初始剂量

为 20mg/24 小时）。 

连续皮下给药或静脉滴注： 

•新生儿：5ug/kg.h，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1－6 个月儿童：10ug/kg.h，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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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18 岁：20ug/kg.h（24 小时 大初始剂量 20mg），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肠外剂量：口服剂量的 30％-50％。 

呼吸困难： 

止痛剂量的 30-50％。 

注意： 

•Oramorph®溶液未获准用于 1 岁以下儿童；Oramorph®（单位剂量每瓶）未获准用于

6 岁以下儿童；Sevredol®片剂未获准用于 3 岁以下儿童；Filnarine®缓释片未获准用于

6 岁以下儿童；MST Continus®制剂已批准用于治疗儿童癌痛（生产商未规定年龄范

围）；MXL®胶囊未获准用于 1 岁以下儿童；栓剂未获准用于有肝肾损害的儿童； 

•其他阿片类药要取代或转化为吗啡时根据口服吗啡等效剂量（OME）换算； 

•儿童中副作用除了常见的便秘、恶心和呕吐外，还包括尿潴留和瘙痒； 

•吗啡中毒常表现为肌阵挛； 

•血小板和/或中性粒细胞较少者禁止直肠给药； 

•在紧急情况下不宜口服时，MST 片可以直肠给药； 

•肠内喂养管给药：口服溶液服用后可迅速止痛；药物不需要进一步的稀释，给药后及

时冲管，以避免部分残留于管道。对于持续的疼痛，使用 MST Continus 控释剂，每袋

至少溶于 10 毫升的水，经管道给药后需立即冲管。需要注意的是残留在管道的药物会

在一段时间内分解并随下一次给药进入体内，曾有文献报道一例病人因管道药物未完

全冲管而致死。开具处方时尽量确保可以整包给药。Zomorph 胶囊儿童用药时可打开

胶囊，但需尽量精确剂量，且只能通过成人规格的胃管给药。 

剂型和规格：（除混悬剂外 10mg／5ml，其余剂型及规格均可详见附表 2） 

•片剂(10 mg, 20 mg, 5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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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溶液 (10 mg/5 mL (POM), 100 mg/5 mL) 

•控释片剂和胶囊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5 mg, 10 mg, 15 mg, 30 mg, 60 mg, 100 mg, 200 mg) 

•控释混悬液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20 mg, 30 mg, 60 mg, 100 mg, 200 mg) 

•控释胶囊每 24 小时给药一次(30 mg, 60 mg, 120 mg, 150mg, 200 mg) 

•栓剂(10 mg, 15 mg, 30 mg) 

•注射剂 (10 mg/mL, 15 mg/mL, 20 mg/mL and 30 mg/mL) 

参考：[1-3，6，12，27，29，77，100，132，240-259] 

 

64 大麻隆 

用途： 

•细胞毒性化疗药物所致的恶心／呕吐（不用于一线或二线治疗） 

•常规止吐药效果不佳者的恶心呕吐 

用法与用量：口服 

•成人剂量：1-2mg/次，每天两次（ 大剂量 6mg/天，分 2-3 次服用） 

注意： 

•未获准用于儿童； 

•大麻隆是一种人工合成大麻素； 

•对药物反应具有个体差异性，开始使用和调整剂量时应密切监测； 

•口服给药后药效持续时间多变，不易预测。停止治疗后其精神副作用可持续 48-72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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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专科医生可以开处方； 

•规格：胶囊（1mg），为第二类管控药物。 

参考：EA [1，2，5] 

 

65 纳洛酮 

用途： 

•用于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制或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时的抢救药物； 

•阿片类药物所致便秘，如不能使用甲基纳曲酮且泻药无效时可使用该药。 

用法与用量： 

治疗阿片类药物过量时所致的呼吸抑制 

通过静脉注射（及时评估，如果呼吸抑制未改善可多次给药） 

•新生儿：10ug/kg；如无反应再予 100ug/ kg（及时临床评估）， 

•1 月 - 12 岁儿童：10ug/kg;如无反应再予 100ug/ kg（及时临床评估）， 

•12-18 岁患儿：400ug-2mg;如果无效，间隔 2-3 分钟后可再次给药，直至 大总剂量

10 毫克（及时临床评估）。 

无静脉通路时可通过皮下或肌内注射。 

•静脉注射起效慢，且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可持续静脉滴注，需根据反应调整剂量。 

•新生儿：根据反应调整速率（起始速率按每小时初始复苏静脉注射剂量的 60％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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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 18 岁患儿：根据反应调整速率（起始剂量按每小时初始复苏静脉注射剂量的

60％设定））。 

•初始复苏的静脉注射剂量是指能维持稳定自主呼吸至少 15 分钟以上的剂量。 

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 

口服 

•成人用量：每日总剂量= 20％吗啡用量;根据需要调整; 大单次剂量 5 毫克。 

注意： 

•该药为强效阿片受体拮抗剂。 

•未被批准用于小儿便秘。 

•另请参阅甲基纳曲酮说明书。 

•纳洛酮静脉注射 2 分钟内起效，皮下注射或肌内注射 3-5 分钟起效。 

•虽然纳洛酮口服生物利用率低，但大剂量使用时也需高度警惕阿片类戒断症状，包

括复发性疼痛。 

•剂型及规格：注射剂（20ug/ml，400ug/ml，1mg/ml）。 

参考：[2，260，261] EA 

 

66 萘普生 

用途：非甾体类消炎镇痛剂，可缓解炎性关节炎和急性肌肉骨骼综合征等患者的症状。 

用法与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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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月-18 岁：5mg/kg，每天 2 次（ 大 1g/d），严重者可加量至 10mg/kg，每天 2 次

（ 大 1g/d），大剂量尽量短期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在 短时间内给予

少的剂量。 

注意： 

•萘普生可用于 5 岁以上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16 岁以下的其他疾病患者未获准使

用。 

•非甾体抗炎药过敏者或有凝血障碍病史者禁止使用。 

•肾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和肝功能衰竭者慎用，因其可导致肾功能恶化，使用时应

密切监测肾功能，且剂量越低越好。避免应用于 GFR <20ml/min/1.73m2、严重的肝

衰竭或心脏衰竭患者。 

•一般情况下萘普生疗效好副作用低。 

•儿童中，继发于 NSAID 药物的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尚不确定。在成人中，COX-2

选择性抑制剂，双氯芬酸（150mg/每天）和布洛芬（2.4 克/每天）可增加血栓形成的

风险（例如心肌梗塞和中风）。萘普生（成人每日 1 克）致血栓形成风险小，其副

作用与其剂量和疗程有关，故应采取 低有效剂量，且尽可能缩短治疗时间。 

•所有的 NSAIDs 均有胃肠道毒性。在成人中，NSAIDs 的相对安全性数据表明不同

药物的严重上消化道副作用不同 ─ 其中吡罗昔康和酮咯酸风险 大;吲哚美辛、双

氯芬酸和萘普生中等，而布洛芬风险 低。儿童对 NSAIDs 比成人更能耐受，胃肠道

副作用虽少见，但也有发生且反应明显。 

•其他潜在的副作用包括头痛、头晕、眩晕、水肿和过敏性反应。 

•萘普生可退热和控制炎症，因此可以根据临床表现减少其用量。 

•药物相互作用：华法林（增加国际标准比率）；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

II 拮抗剂（增加肾损伤风险）。萘普生是 CYP1A2 和 CYP2C8/9 的底物，可以增加甲

氨蝶呤和锂的血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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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普生片剂可以磨碎后与水混合经胃肠管道给药。萘普生难溶于水，故使用时应充

分研磨后与水混合，以避免管道堵塞。如果必须进行鼻饲给药，可能会有其他更好

的非甾体抗炎药可供选择。萘普生肠溶片应整片吞服，而不宜压碎或咀嚼。萘普生

应餐时或餐后给药。 

•剂型和规格：片剂（250mg，500mg）;肠溶片剂（250mg，500mg）;口服混悬液 25mg/ml

（只特殊厂家生产）。 

参考：[1，2，5，12] 

67 制霉菌素 

用途：口腔和口周真菌感染。 

用法与用量： 

口服 

•新生儿：10 万单位，每日 4 次， 

•1 月─18 岁患儿：10 万单位，每日 4 次。 

注意事项： 

•可用于 1 个月以上的儿童。新生儿─制霉菌素被批准用于预防口腔念珠菌病，每天 1ml 

•在吞咽之前，尽可能长时间保留在患处。 

•餐后给药。 

•疗程为 7 天，皮损愈合后继续使用 48 小时。 

•剂型和规格：口服混悬液 10 万单位/毫升，30 毫升，内有吸管。 

参考：[2，10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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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奥曲肽 

用途 

l 食管或胃底静脉曲张出血 

l 恶心和呕吐 

l 肠梗阻 

l 难治性腹泻 

l 也可用于激素分泌性肿瘤，腹水，支气管粘液溢疾病 

用法用量 

食管静脉曲张出血 

通过持续性静脉和皮下注射 

l 1 月─18 岁：1 微克/千克/小时，初始剂量需要较高剂量。当没有活动性出血，减量需要

24 小时以上。通常 大剂量是 50 微克/小时。 

恶心和呕吐，肠梗阻和难治性腹泻 

通过持续性的静脉和皮下注射：已经使用过 1 微克/千克/小时的剂量，但使用经验有限。不

能骤停，应通过逐渐减少剂量进行停药。 

注意事项 

l 未经许可用于儿童。 

l 用药：静脉注射或输液：用 0.9%的氯化钠稀释到 10-50%的浓度（也就是体积不能少于

1：1 且不能多于 1：9）。皮下快速注射不需与水或其他溶液混合，但这样可能会产生

疼痛（如果在注射前，用手把安瓿温暖至身体温度，可以减少疼痛）。皮下输注需用 0.9%

氯化钠稀释。 

l 避免突然停药。 

l 剂型和规格：注射剂（50 微克/毫升，100 微克/毫升，200 微克/毫升，500 微克/毫升），

皮下或静脉给药。贮库型注射剂（10 毫克，20 毫克，30 毫克 sandostatinR），每 28 天

肌肉注射一次。在姑息治疗中需寻求专家建议。 

参考：[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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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奥氮平 

用途： 

     精神病；精神错乱；焦虑不安；恶心呕吐；其他治疗方式均失效的厌食症  

用法用量 

口服： 

精神病、狂躁症 

l <12 岁且<25 千克的儿童：起始剂量为 2.5 毫克，夜间服用； 

l <12 岁且>25 千克的儿童：起始剂量为 2.5-5 毫克，夜间服用； 

l 12-18 岁的儿童：起始剂量为 5 毫克，睡前服用； 

根据需要和耐受性逐渐增加剂量至 高每天 20 毫克（通常于夜间单剂量给药） 

 

焦虑不安/精神错乱 

l <12 岁的儿童：初始剂量为 1.25 毫克，夜间及必要时服用； 

l 12-18 岁的儿童：初始剂量为 2.5 毫克，夜间及必要时服用。 

根据需要和耐受性可逐渐增至 大剂量 10 毫克/天 

 

恶心和呕吐；厌食 

   <12 岁儿童：初始剂量 1.25 毫克(或 0.625 毫克，如果 2.5 毫克药片可分成四等分)，夜间

及必要时服用 

   12-18 岁儿童：初始剂量 1.25-2.5 毫克，夜间及必要时服用。 

根据需要和耐受性可逐渐增至 大剂量 7.5 毫克/天。 

 

注意事项： 

l 奥氮平尚未被批准用于小于 18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但其超说明书用法---用于治疗年轻

人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狂躁症合并抑郁狂躁型忧郁症，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l 姑息治疗中用于治疗焦虑不安/精神错乱，恶心，呕吐和厌食症，均为“超说明书”适应

症。 

l 奥氮平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第二代）和 D1，D2，D3，D4，5-HT2A、5HT3、5HT6，

组胺-1 型和毒蕈碱的受体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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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奥氮平与 5HT2 受体的亲和力比与 D2 受体亲和力高 5 倍，因此锥体外系副作用较少。 

l 类似于左美丙嗪，奥氮平作用多个受体，因此对于标准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恶心和呕吐有

潜在治疗作用。 

l 心血管疾病或癫痫（和癫痫早期症状）患者慎用。 

l 非常常见（>10%的病人）的不良反应 ：体重增加；甘油三酯水平增高；食欲增加；镇

静作用；ALT 和 AST 水平升高；胆红素下降；GGT 升高和血浆催乳素水平升高。常见

（1-10%病人）的不良反应；胆固醇水平升高和口干。 

l 罕见但潜在的严重不良反应包括抗精神病药恶性综合征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高血糖和

糖尿病时有发生。 

l 静脉滴注应缓慢以减少镇静作用。 

l 据报道，儿童用药时体重增加，血脂和催乳素改变的幅度要大于成人。如果长时间使用，

可考虑监测血脂、体重、空腹血糖和催乳素。开始用药应考虑检查心电图和血压。 

l 肾或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应考虑使用较低的起始剂量（成人 大 5mg）。 

l 奥氮平具有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血浆浓度峰值出现在 5-8 小时。食物不影响吸收率。

消除半衰期长达 33 小时。治疗精神错乱的起效时间是数小时到数天；治疗精神病的起

效时间是数天到数周。 

l 奥氮平不抑制也不诱导主要 CYP450 同工酶。奥氮平通过 CYP1A2 酶代谢，因此能够

抑制或诱导 CYP1A2 酶的药物能够影响奥氮平的药代动力学，例如卡马西平、氟伏沙

明、尼古丁。 

l 口腔分散片：放在嘴里，药片将迅速溶解分散在唾液中或给药前将药片放入一杯水（或

其他饮料）中。药片在水中溶解分散后通过鼻胃管或造口胃饲管给药。经验表明 5mg 口

腔分散片可减半给予 2.5mg 剂量，给药前马上分半，另外一半不可用于以后给药。 

l 包衣片：用液体整片送服或粉碎后与软食混合。 

l 口腔分散片含有阿斯巴甜，可能对 PKU 患者有害。 

l 包衣片含有乳糖 

l 剂型和剂量：片剂 2.5mg、5mg、7.5mg、10mg、15mg、20mg； 

    口腔分散片 5mg、10mg、15mg、20mg。 

参考：[1,2，2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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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奥美拉唑 

用途：  

n 胃食管反流 

n 酸相关性消化不良 

l 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 

l 胃肠道预防（如非甾体抗炎药/类固醇药物联合用药）。 

用法和用量： 

口服： 

l 新生儿：700 微克/公斤，每日一次；如果需要，增加到 大剂量 1.4 毫克/千克，每

日一次（ 大剂量：2.8mg/kg，每日一次） 

l 1 个月-2 岁小儿：700 微克/千克，每日一次；如果需要，增加到 大剂量 3 毫克/

千克，每日一次（ 大：20 毫克，每天一次） 

l 体重 10-20 千克小儿：10 毫克，每日一次；如果需要，增加到 大剂量 20 毫克，

每日一次。 

l 体重>20 千克小儿：20 毫克，每日一次；如果需要，增加到 大剂量 40 毫克，每

日一次。 

静脉注射（注射 5 分钟以上或输注 20~30 分钟以上。） 

l 1 个月-12 岁患儿：初始剂量 500 微克/千克（ 大：20 毫克），每日一次，如果需

要，必要时增加到 2 毫克/千克（ 大量：40 毫克）每日一次。 

l 儿童 12-18 岁患儿：40mg，每日一次。 

注意事项： 

l 口服制剂不允许用于儿童，除非用于大于 1 岁且患有严重溃疡反流性食管炎的儿

童； 

l 12 岁以下的儿童不允许进行注射给药； 

l 许多患有致命疾病的儿童会出现胃食管反流，此时需要长期持续用药； 

l 能引起焦虑症； 

l 偶尔引起电解质紊乱； 

l 口服片剂可以分散在水或果汁或酸奶里。胶囊可以打开，并与果汁或酸奶混合服用。 

l 通过肠喂养管给药时须格外小心，要尽可能减小管道堵塞的风险。可以打开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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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内容物分散在 8.4%碳酸氢钠中给药。分散片可以分散成小颗粒，颗粒会迅速沉

淀，可能会堵塞细孔径的喂养管（小于 8Fr）。 

l 剂型和规格：MUPS 片（10mg, 20mg, 40mg）, 胶囊（10mg, 20mg, 40mg）,静脉注

射剂（40 毫克）和静脉输液（40mg），经过特殊订货渠道可获得的口服混悬液（10

毫克/5 毫升）。 

参考：[1-3, 12, 170, 277-279] 

                              

71 昂丹司琼 

用途： 

l 止吐，由化疗或放疗引起的呕吐。 

l 可用于治疗鸦片类药物引起的瘙痒。 

 

剂量和给药途径 

预防和治疗化疗和放疗所致的恶心呕吐。 

l 静脉输注至少 15 分钟以上； 

6 个月-18 岁儿童：给予 5mg/m2 之后立即进行化疗（ 大单剂量 8 毫克），然后口服，

或给予 150 微克/千克后，立即化疗，（ 大单剂量 8 毫克，）每 4 小时再另行给药 2 次，

然后口服； 大日总剂量 32 毫克。 

l 在静脉给药之后口服。 

注意事项： 

口服给药可在静脉给药后 12 小时内开始。 

6 个月-18 岁患儿： 

体表面积小于 0.6m²或体重 10 公斤以下：每 12 小时 2 毫克，总共 5 天（ 大日总剂量 32mg） 

体表面积为 0.6m²-1.2 m²或更大，或体重超过 10 公斤：每 12 小时给药 4mg，共 5 天（ 大

日剂量为 32mg） 

体表面积超过 1.2m²或体重超过 40 千克：每 12 小时给药 8mg，总共 5 天（ 大剂量：每日

总剂量 3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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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和呕吐 
 

通过口服或缓慢静脉注射 2-5 分钟以上或者静脉滴注 15 分钟以上。 

l  1-18 岁儿童：100-150 微克/千克/次，每 8-12 小时给药 1 次。 大单次给药剂量为

4mg。 

注意事项： 

l 昂丹司琼注射剂可用于年龄≥6 月的小儿，治疗其因化疗所致的恶心和呕吐（CINV），

可用于≥1 个月的儿童（单剂量用药），预防和治疗其术后恶心和呕吐（PONV）。口

服昂丹司琼可用于大于 6 个月的小儿进行 CINV 治疗，但因缺乏足够的数据，不推荐

用口服制剂治疗儿童 PONV。 

l  昂丹司琼可延长 QT 间期，这是剂量依赖性的。此外，上市后已被报道称在使用昂丹

司琼的患儿中发生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先天性长 QT 综合征的患者避免使用昂丹司

琼。那些患有或可能发展成长 QTc 的病人，包括电解质异常，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心

律失常的病人或使用了其它药物导致 QT 延长综合征或电解质异常的病人，应慎用昂丹

司琼，  

l 给予昂丹司琼之前应该纠正低钾血症和低镁血症。 

l 静脉注射昂丹司琼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 4 个小时。 

l 可引起便秘和头痛。 

l 用 5%葡萄糖或 0.9%氯化钠或林格氏液稀释到浓度为 320-640 微克/毫升，进

行静脉输注 

持续至少 15 分钟。   

l 剂型和规格：片剂（4 毫克，8 毫克），口服冻干剂（4 毫克，8 毫克），

口服糖浆（4 毫克/5 毫升），注射剂型（2 毫克/毫升，2 毫升和 4 毫升安瓿）。 

 

参考：[2, 6, 44, 75, 228, 282] 

72 羟考酮 

用途： 

l  治疗严重疼痛时可选择的阿片类药物 

l 除非对阿片类药物不敏感，否则可以治疗所有类型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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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途径： 

阿片类药物转换：按照既往使用的阿片类药物用口服吗啡等效剂量进行转换。 

对第一次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病人，启用下列起始剂量。此处所说的 大剂量仅适用

于起始剂量。 

口服： 

转换 

l  口服吗啡 1.5：口服羟考酮 1， 

l  例如：15 毫克吗啡：10mg 羟考酮 

l  1-12 个月小儿：初始剂量 50-125 微克/千克，每 4-6 小时给药一次。 

l  1-12 岁小儿：起始剂量 125-200 毫克/千克（ 大单次给药剂量 5 毫克），每 4-6

小时给药一次。 

l  12-18 岁：起始剂量 5 毫克，每 4-6 小时给药一次。 

l  参考吗啡剂量测定：根据疼痛程度的需要增加剂量 

l  8-12 岁儿童，控释片剂：初始剂量 5mg，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根据需要增加剂

量。 

l  12-18 岁患儿，控释片剂：初始剂量 10mg，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根据需要增加剂

量。 

经静脉注射、皮下注射或连续皮下输注： 

转换： 

l  口服剂量转为静脉或皮下羟考酮快速注射单次剂量：口服羟考酮剂量除以 1.5。 

l  口服剂量转为连续 24 小时皮下输注羟考酮：口服羟考酮的日总剂量除以 1.5。 

l  皮下/静脉吗啡转为皮下/静脉羟考酮的比率大约是 1：1，即相同的剂量。 

l  转换率是基于生物利用率和安全性因素。 

 

注意事项： 

l  阿片类镇痛药 

l  尚未被批准用于儿童 

l  每 1 到 4 小时给予 24 小时总剂量的 5-10%治疗突破性疼痛十分重要 

l  其结构不同于吗啡，这使之成为阿片类替代药的备选药物 

l  肝或肾功能损害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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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羟考酮注射剂可给予静脉或皮下注射或输注。对于持续皮下注射，需用注射用水、

0.9%氯化钠或 5% 葡萄糖稀释 

l  羟考酮的液体可以通过肠胃管给药 

l 为第 II 类管制药品 

l 剂型和规格：片剂和胶囊（5 毫克，10 毫克，20 毫克），液体剂（5 毫克/5 毫升，

10 毫克/毫升）和控释片剂（5 毫克，10 毫克，20 毫克，30 毫克，40 毫克，80 毫

克，120 毫克），注射剂（10 毫克/毫升和 50 毫克/毫升）。 

参考：[1，2，5，12，97，283-287] 

 

73 氧气 

用法 

l 低氧血症导致的呼吸急促； 

l 为减轻症状所进行的姑息治疗，包括对其潜在安慰剂作用的认可； 

剂量和用药途径： 

通过鼻导管吸入 

l 流速为 1-2.5 升/分，可根据临床反应调整流速。根据病人的呼吸模式和其他因素可

输送 24-35%的氧气，低流量率尤其适合于早产儿。 

通过面罩吸入 

l 吸入氧气的百分比是由氧气流量和/或面罩类型决定的。通常推荐 28%的氧气持续

输送。 

注意事项 

l 氧气的饱和度并不一定与呼吸困难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自我评估不是呼吸作用的观

察指标，而是呼吸困难的较可信指标。 

l 频繁的和持续性的氧饱和度监测可能导致对技术数据的过度依赖，分散对孩子整体

舒适度，症状舒缓，健康状态的评估。 

l 92-96%的氧饱和度适用于急性病，但不一定适用于姑息治疗。在长期的氧疗中，更

常用的是 92%的氧饱和度疗法，若儿童具有高碳酸血症风险，则用 88-92%的氧饱

和度。低流量氧气在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中可能会被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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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明确儿童个体氧疗的总体目标和实际的饱和度非常重要，因为这将会影响对目标氧

疗的决策。 

l 在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中，尽管氧气可以减轻红细胞增多症，但其对提升 SaO2 几

乎没有作用，因此并不适用于此病症。早期阶段的肺动脉高压对氧气有反应，因此，

可用于姑息治疗。 

l 当患儿没有低氧血症时，流动的空气，例如吹风扇，可以等效的减轻呼吸困难症状。 

l 鼻导管吸氧更具优越性，因为其允许孩子说话和吃饭，且限制较少。然而持续的鼻

导管吸氧可引起鼻黏膜干燥和皮炎。 

l 通过面罩氧疗可引发幽闭恐惧症。 

l 氧气瓶的供氧时间依赖于氧气瓶的大小和氧流量。 

l 每天需要 8 小时以上氧疗的病人推荐使用制氧机。 

l 液态氧更昂贵，但是可以提供更长时间的便携式供氧，便携式氧疗机现在可以买到。 

l 如果需要，两个制氧机可以通过 Y 型连接提供更高浓度的氧气。 

l 在航空旅行中需要更高浓度的氧气 

l 请访问 www.bprs.co.uk/oxygen.html，获取家用氧气订购单和更多详细信息。 

l 对于长时间离家的儿童（例如短期休闲旅行、假期、与其他亲戚的相处时期）需要

二级氧气供应，请访问以上网址获取二级家用氧气订购单。 

参考：[1,2,288-292] 

74 帕米膦酸二钠 

用法： 

l 肿瘤转移性疾病所致骨痛的辅助性止痛剂； 

l 神经或神经肌肉性疾病所致骨痛的辅助止痛剂，尤其因为骨密度减低或骨质疏松； 

l 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l 治疗继发性骨质疏松症以减小骨折风险。 

虽然数据支持较少，但是在儿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使用前请咨询专家。 

 

剂量和给药途径 

治疗骨痛（转移性骨病或骨密度减低症）；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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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内应该可以对疼痛起效，但是需要 1 年才可以进行 终评估。需持续用药直到有效和耐

受，或直到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为止。 

静脉输注 

l 1 毫克/千克，为单剂量，输注应大于 4-6 小时，根据需要可每月给药 1 次，浓度不能超

过每 250 毫升 60 毫克； 

或者 

l 1 毫克/千克输注大于 4-6 小时，持续 3 天给药，根据需要每 3 个月给药 1 次，浓度不能

超过每 250 毫升 60 毫克； 

对恶性高钙血症的治疗：（寻求专家指导）： 

静脉输注 

l 1 毫克/Kg 输注大于 6 小时，浓度不能超过每 250 毫升 60 毫克。根据校正血清钙水平重

复给药。 

注意事项 

l 儿童使用未被许可。儿童耐受性良好，但长期用药，效果未知； 

l 二磷酸盐用于骨转移成人患者已有若干年。越来越明确其对引起儿童骨痛的广泛性疾病

尤其是神经性疾病具有作用。 

l 现有的指导原则建议在住院期间给予初始剂量，随后的剂量在家给药，如果需要，可寻

求医护支持，但前提是疼痛加剧。 

l 也可静脉注射唑来膦酸。 

l 限制使用口服利塞磷酸钠和口服阿伦磷酸钠是因为其生物利用度低且不稳定； 

l 如果不能通过静脉给药，则可以持续皮下注射二磷酸盐 12-24 小时，同时给以皮下补水。 

l 许多二磷酸盐有不同的剂型，包括口服，尽管通过口服给药吸收率低，食物或淡水之外

的其他液体会进一步降低其吸收率。 

l 注意：监测肾功能和电解质；确保水分充足。 

l 同时使用氨基糖甙类和二磷酸盐可以延长低钙血症和低镁血症的时间。口服补充钙剂和

维生素 D 可以把溶骨性骨转移和钙和维生素 D 缺乏（例如吸收不良或日照少）所致的

低钙风险降低到 低程度。 

l 同时使用其它肾毒性药物会增加肾脏损害的风险。 

l 会有非典型股骨骨折和颌骨坏死，尤其是颌骨存在早期病损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建议

在用药前进行牙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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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长期使用有发生医源性骨硬化症的风险（如果需长期使用，使用之前需进行 DEXA 扫

描和钙代谢检查） 

l 剂型及规格：注射液，有不同的输液类型，3 毫克/毫升，6 毫克/毫升，9 毫克/毫升，15

毫克/毫升。 

参考：CC, EA[1, 5, 293-300] 

75 对乙酰氨基酚 

用法： 

l 轻中度疼痛 

l 发热 

剂量 

MHRA 和 Toxbase 提出对乙酰氨基酚剂量在 75-150 毫克/Kg/天时可能会产生毒性（摄入药

量超过 150 毫克/Kg/天肯定有中毒风险），因此修改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推荐适应症和剂量。 

口服 

l 校正胎龄为 28-32 周的新生儿：单次剂量为 2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8-12 小时给

药 10-15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30 毫克/Kg/天，分次给药）。 

l 校正胎龄为 32 周以上的新生儿：单次剂量为 2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6-8 小时给

药 10-15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60 毫克/Kg/天，分次给药）。 

l 1 月-6 岁的小儿：一次使用 20-3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药 15-20 毫克

/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75 毫克/Kg/天，分次给药）。 

l 6-12 岁的小儿：一次使用 20-30 毫克/Kg（ 大 1g），然后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药 15-

20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75 毫克/Kg/天或者 4g/天，分次给药）。 

l 大于 12 岁的青少年：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药 15-20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4g/

天，分次给药）。 

直肠给药： 

 

n 校正胎龄为 28-32 周的新生儿：一次使用 2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12 小时给

药 10-15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30 毫克/Kg/天，分次给药）。 

n 校正胎龄为 32 周以上的新生儿：一次使用 3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8 小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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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15-20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60 毫克/Kg/天）。 

n 1-3 月的婴儿：一次使用 30 毫克/Kg，然后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药 15-20 毫克/Kg

（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75 毫克/Kg/天，分次给药）。 

n 3 月-12 岁的儿童：一次使用 30 毫克/Kg（ 大 1g），然后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

药 15-20 毫克/Kg（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75 毫克/Kg/天或者 4g/天，分次给药）。 

l 大于 12 岁的青少年：根据需要每 4-6 小时给药 15-20 毫克/Kg（ 大为 500 毫克-1 克）

（个体 大剂量不超过 4g/天，分次给药）。 

静脉：输注大于 15 分钟 

l 校正胎龄大于 32 周的早产儿：每 8 小时 7.5 毫克/Kg， 大 25 毫克/Kg/天； 

l 新生儿：每 4-6 小时 10 毫克/Kg（ 大 30 毫克/Kg/天）； 

l 体重<10Kg 的婴幼儿：每 4-6 小时 10 毫克/Kg（ 大 30 毫克/Kg/天）； 

l 体重在 10-50Kg 的小儿：每 4-6 小时 15 毫克/Kg（ 大 60 毫克/Kg/天）； 

l 体重超过 50Kg 的小儿：每 4-6 小时 1 克（ 大 4 克/天）； 

注意事项： 

l 以下情况尚未被批准应用：小于 2 月的婴儿口服；早产儿静脉给药；小于 3 个月的直肠

给药；用于控制严重症状的剂量；小于 16 岁的儿童口服乙酰氨基酚混悬液（500mg/5ml）。 

l 口服和直肠给药剂型可用于免疫后发热的 2 个月大婴幼儿（单次剂量 60 毫克，根据需

要每 4-6 小时重复 1 次），也可用于 3 个月大的婴幼儿的退热剂和止痛剂。 

l 中等疼痛和其他方法不能控制的发热，可以通过静脉注射对乙酰氨基酚进行短期治疗。 

l 考虑使用非药物性的方式减轻疼痛，也是对止痛剂的补充； 

l 过量或长期大剂量使用可致肝损伤； 

l 中度肾功能损伤者的 大用药频率为每 6 小时，重度肾功能损伤者的 大用药频率为

每 8 小时. 

l 患有致命疾病的许多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与其年龄的正常体重相比均较低，因此以上剂

量都通过体重而不是年龄来衡量（不像 BNF 和 BNFc 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减小患者

超剂量用药的风险。 

l 口服起效时间 15-30 分钟，静脉 5-10 分钟（止痛剂），静脉 30 分钟（退热剂），口服

和静脉作用时间为 4-6 小时。口服生物利用度为 60-90%。直肠生物利用度大约是口服

的 2/3。然而目前所知，直肠吸收不稳定且不完全，所以与口服相比，直肠吸收缓慢（除

了婴儿给药时将口服制剂用于直肠比栓剂吸收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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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散片有较高的钠含量（每片超过 14 毫摩尔），因此，要慎用常规剂量（可考虑用液

体制剂替代）。 

l 通过肠胃管给药：分散片放入水中分散后经胃内或空肠给药。如果钠含量对病人来说

确实是个问题，可以使用液体制剂。虽然可以不用稀释，但是由于儿童液体制剂的粘

度非常高，未经过稀释的混悬液难以通过细径饲管。如果空肠给药，至少需用等量水

稀释，以减少渗透浓度和粘度。 

l 治疗儿童发热性疾病，请阅读 NICE 临床指南 CG160 新版.（若患儿发热且伴随疼痛

时，考虑给予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若疼痛没有缓解，可考虑更换其他药物。但若只

是为了降低体温，不可使用解热剂）。然而，Cochrane 评价系统指出：“有证据表明轮

流或联合使用解热疗法比单一疗法更有疗效。”对大于 3 个月的婴儿，布洛芬可能比对

乙酰氨基酚更具优越性，因为幼年早期使用过对乙酰氨基酚的儿童更常发生哮喘。 

l 剂型和规格：片剂和胶囊（500 毫克），胶囊（500 毫克），可溶片剂（120 毫克，500

毫克），口服混悬液（120 毫克/5 毫升），250 毫克/5 毫升），栓剂（60 毫克，125 毫

克，250 毫克，500 毫克和其它可从特殊产品生产商和和专业进口公司获取的规格），

静脉输注（每毫升 10 毫克，50 毫升和 100 毫升西林瓶） 

参考：[1-3,6,12,301-305]SR 

 

76 三聚乙醛（直肠） 

用途 

l 治疗长期癫痫发作和癫痫持续状态 

用量和给药途径： 

直肠给药（与橄榄油 50：50 比例预混灌肠） 

l 新生儿：单次剂量 0.8ml/kg 

l 1 月-18 岁小儿：单次剂量 0.8 毫升/千克（ 大剂量 20 毫升） 

注意事项： 

l 直肠给药可能引起激惹； 

l 胃病和结肠炎患者禁忌； 

l 直肠给予三聚乙醛灌肠剂，此剂型和给药方式尚未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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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剂型和规格：三聚乙醛灌肠剂：该剂型由三聚乙醛与橄榄油等体积预混制的，可从特殊

产品生产商和专业进口公司处获得。 

参考：[2，6，306-312]CC, SR 

77 苯巴比妥 

用途： 

l 辅助治疗大脑刺激性疼痛。 

l 控制晚期癫痫发作 

l 镇静 

l 癫痫，包括癫痫持续状态。在新生儿中作为一线药物控制抽搐发作（苯妥英或苯二氮是

主要的选择药物） 

l 临终护理时出现的咪达唑仑难治性躁动症 

用量和给药途径： 

 

l 癫痫持续状态/临终发作/躁动症 

负荷剂量：口服、静脉或皮下注射： 

所有年龄：静脉或皮下注射，20 毫克/Kg/次（ 大 1 克），给药大于 20 分钟（但是注意以

下事项） 

 

皮下或静脉注射或输注： 

l 对新生儿持续发作：2.5-5 毫克/Kg，每天维持 1-2 次； 

l 1 月-12 岁儿童：2.5-5 毫克/Kg（ 大单次剂量 300 毫克）每天 1-2 次，或者 24 小时持

续输注 

l 12-18 岁青少年：300 毫克，每天 2 次，或者 24 小时持续输注。 

 

癫痫 

口服： 

l 新生儿持续发作：2.5-5 毫克/Kg，每天 1-2 次作为维持剂量； 

l 1 月-12 岁儿童：1-1.5 毫克/Kg，每天 2 次，根据所需每天增加 2 毫克/Kg（常规维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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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5-4 毫克/Kg，每天 1-2 次）； 

l 12-18 岁青少年：60-180 毫克，每天 1 次。 

注意事项 

l 不可用于临终护理中出现的躁动症； 

l 初次治疗需要给予单次负荷剂量；如果可能可以肠内给药。负荷剂量可静脉给药大于 20

分钟或者缓慢皮下给药，但配制溶液的体积会限制皮下注射的速度。 

l 负荷剂量需快速达到稳定状态，避免累积效应所致的晚期毒性。 

l 对于早已口服苯巴比妥，但需要肠外治疗的病儿，所需肠外剂量等同于每天口服苯巴比

妥的总量。 

l 成人的清除半衰期为 2-6 天，儿童是 1-3 天。 

l 苯巴比妥能够诱导 CYP450 系统的各种酶，因此可以降低同时使用的通过这个系统代谢

的药物的血浆浓度。 

l 如果愿意片剂可磨碎服用； 

l 选用一个单独位置开始皮下输注。应该避免皮下快速注射，因为 PH 值较高，可引起组

织坏死。 

l 在静脉或皮下注射前，需用 10 倍体积的注射用水进行稀释（即浓度为 20 毫克/毫升） 

l 剂型和规格：片剂（15 毫克，30 毫克，60 毫克），口服剂（15 毫克/5 毫升），注射剂

（15 毫克/毫升，60 毫克/毫升，200 毫克/毫升）。允许使用的口服药型（15 毫克/5 毫

升）含有 38%的酒精， 好可以通过特殊产品生产商获得无酒精口服液。 

参考：[2,3,81,313,314] 

78 苯妥英 

用法： 

l 癫痫（第 3 或第 4 线口服抗癫痫药）包括癫痫持续状态。 

l 神经病理性疾病（至少在短期内有效，但不能作为一线治疗药物） 

 

剂量 

所有形式的癫痫（包括强直阵挛性发作，局灶性和新生儿癫痫）但失神发作除外。 

神经病理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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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缓慢静注： 

l 新生儿：缓慢静脉注射的初始负荷剂量为 18 毫克/Kg，然后改为口服 2.5-5 毫克/Kg，每

天 2 次，并按治疗反应和血浆苯妥英浓度调整剂量。通常 大剂量为 7.5 毫克/Kg，每

天 2 次。 

l 1 月-12 岁：初始剂量 1.5-2.5 毫克/Kg，每天 2 次，然后按治疗反应和血浆浓度调整至

2.5-5 毫克/Kg，每天 2 次，作为常规的维持剂量。通常 大剂量为 7.5 毫克/Kg，每天 2

次，或者每天 300 毫克。 

l 12-18 岁：初始剂量 75-150 毫克，每天 2 次，然后按治疗反应和血浆浓度调整至 150-

200 毫克，每天 2 次，作为常规的维持剂量。通常 大剂量为 300 毫克，每天 2 次。 

 

癫痫持续状态，急性症状性癫痫： 

缓慢的静脉注射或输注： 

l 新生儿：首次负荷剂量 20 毫克/Kg，至少 20 分钟输入，然后每 8-12 小时给药 2 毫克

/Kg/次（大于 30 分钟）作为出生后一周的常规维持剂量输入。按照治疗反应给药，较

大的新生儿可以给予更高剂量。给予首剂后，大于 2 周的新生儿中的口服剂量通常与静

脉给药疗效相同。 

l 1 月-12 岁：首次负荷剂量 20 毫克/Kg，至少 20 分钟输入，然后加至 100 毫克（大于 30

分钟），每天 3-4 次，作为维持剂量。 

注意事项 

l 许可状态：5 毫升 90 毫克的混悬液为特殊药品，尚未经许可。其它剂型可作为抗惊厥

药用于儿童（年龄范围没有特殊规定）。 

l 苯妥英作为膜稳定剂用药。 

l 苯妥英的治疗指数狭窄，半衰期无法预测，剂量与血药浓度不成线性关系。清除率也十

分多变，尤其是在生后的 初几周和几个月中。与常用药物联合治疗可以显著改变半衰

期。 

l 由于肝酶诱导，苯妥英与其它药物有较多相互作用，长期使用有显著的副作用。尽管苯

妥英可以快速滴注，它并不比其它抗癫痫药更有效，因此不能作为一线用药。 

l 在静脉给药期间，需要持续性的心电监护和血压监测； 

l 口服生物利用度为 90-95%，与静脉给药大致相当，血浆半衰期为 7-42 小时。肠道吸收

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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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空肠途径给药吸收率极其低。 

l 肝损伤病人应减少剂量，应仔细监测肾功能衰竭病人，观察是否会出现血浆白蛋白或蛋

白质结合力下降。 

l 注意：与卡马西平有交叉过敏反应。 

l 避免突然停药。 

l 长期不能运动的病人或没有足量日照的病人，或日常饮食缺少钙摄入的病人，应考虑补

充维生素 D。 

l 用药前后用 0.9%生理盐水冲洗静脉管道； 

l 对静脉注射， 好选择大静脉给药，速度不超过 1 毫克/Kg/分钟（ 大 50 毫克/分钟）。 

l 对静脉注射，用 0.9%生理盐水稀释的浓度不超过 10 毫克/毫升，大静脉输入，使用串联

过滤器（0.22-0.50 微米）速度不超过 1 毫克/Kg/分钟（ 大速度 50 毫克/分钟）；配药

完成的 1 小时之内需完成给药； 

l 口服制剂处方应包括商标名称，相同的制剂类型，以确保给药的连续性； 

l 含有苯妥英钠的制剂并不生物等效于含有苯妥英基本成分的制剂（例如 Epanutin 

Infatabs 和 Epanutin 混悬剂）；100 毫克的苯妥英钠大约与 92 毫克苯妥英基本成分的疗效

等同。对刚开始治疗的病人，所有含苯妥英成分的药剂起始治疗剂量相同，然而，若在不同

产品之间进行转换，苯妥英的含量差异会导致显著的临床差异。若制剂选择产生了改变，需

要特别注意，推荐监测苯妥英的血浆浓度。 

l 通过肠道喂养和/或鼻饲管喂养，生物利用度显著的下降，应用水冲洗管道以提高药物

的吸收，在苯妥英给药的前后至少 1-2 小时停止肠道喂养。维持每天定时给药并保持相

同的生活规律和环境。 

l 剂型和规格：片剂（苯妥英钠 100 毫克，仿制药），胶囊（EpanutinR 苯妥英钠 25 毫克，

50 毫克，100 毫克，300 毫克），Epanutin Infatabs（含有苯妥英基本成分 50 毫克的咀嚼片），

口服混悬液（EpanutinR,苯妥英基本成分 30 毫克/5 毫升，90 毫克/5 毫升，苯妥英基本成分

为未经许可的特殊药物），注射剂（苯妥英钠 50 毫克/毫升，仿制药）。 

参考：[2,3,5,6,12,34,286,315-319]，SR,CC 

79 磷酸盐（直肠灌肠剂）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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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难治性便秘； 

剂量和用途： 

直肠灌肠剂： 

l 3-7 岁儿童：45-65 毫升每天 1 次； 

l 7-12 岁儿童：65-100 毫升每天 1 次； 

l 12-18 岁儿童：100-128 毫升每天 1 次。 

注意事项 

l 保持水量充足，观察电解质是否平衡； 

l 急性胃肠道疾病（包括胃肠梗阻，炎症性肠病和协同有增加结肠吸收的病症）者禁用。 

l 剂型和规格：�128mL 苯甲醇磷酸盐灌肠剂（处方 B），使用标准或加长直肠导管。（苯

甲醇磷酸盐灌肠剂可替换为 Fleet 品牌的即用灌肠剂，后者剂量稍有不同：3-7 岁儿童

每次 40-60mL，7-12 岁儿童每次 60-90mL，12-18 岁儿童 90-118mL） 

【参考文献】[1, 2, 320, 321]，CC，SR 

80 异丙嗪 

【用途】 

� 用于睡眠障碍 

� 有轻度镇静作用 

� 抗组胺剂 

� 也可用于治疗眩晕、恶心、呕吐 

【剂量与途径】（盐酸异丙嗪） 

口服： 

缓解过敏症状： 

� 2-5 岁儿童：每次 5mg，每日 2 次，或夜间 5-15mg 

� 5-10 岁儿童：每次 5-10mg，每日 2 次，或夜间 10-25mg 

� 10-18 岁儿童：每次 10-20mg，每日 2-3 次，或夜间 25mg，必要时可加量至每次 25mg，

每日 2 次 

镇静（短期使用）： 

� 2-5 岁儿童：夜间 15-2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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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岁儿童：夜间 20-25mg 

� 10-18 岁儿童：夜间 25-50mg 

 

恶心呕吐（尤其预估为晕动症时） 

� 2-5 岁儿童：每次 5mg，每日 2 次 

� 5-10 岁儿童：每次 10mg，每日 2 次 

� 10-18 岁儿童：每次 20-25mg，每日 2 次 

【注意事项】 

� 抗毒蕈碱的吩噻嗪抗组胺剂，同样有 D2 受体拮抗作用。 

� 2 岁以下儿童禁用，有导致致死性呼吸抑制的风险。 

� 注意药物相互作用，与一些药物同时用时异丙嗪的抗毒蕈碱样效应和镇静作用增强。 

� 癫痫患者慎用。 

� 12 小时内有效。服用数日后，困倦反应可消退。 

� 饲管给药时：该药酏剂具有轻度粘稠度，可与等体积水混合以降低粘稠度和冲洗阻力。

片剂加入水中摇晃 5 分钟也可溶解。 

� 剂型及规格：盐酸异丙嗪片(10 mg, 25 mg)、口服酏剂(5 mg/5 mL)及注射剂(25mg/ml)。

（茶氯酸异丙嗪片剂亦可获取，含量为 25mg，该药获准用于治疗恶心、呕吐及迷路病

症。其剂量与上述稍有不同） 

【参考文献】[2, 12, 39], CC, EA 

 

81 硫酸奎宁 

【用途】 

� 腿部痉挛 

 

【剂量与途径】 

口服： 

l 因暂无病例经验，故该药尚未经批准用于儿童。 

u 成人剂量：睡前服用盐酸奎宁 200mg，如需要可加量至 3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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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该药未被许可用于出现上述症状的儿童。 

� 适当的研究数据表明，该药在降低痉挛频率和减轻痉挛强度方面比安慰剂更有效。 

� 考虑到奎宁有较多可替代药品，药品监管机构认为使用该药的风险非常高。服用该药时，

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包括血小板减少症、溶血尿毒综合症。另外，该药药量过多时有剧

毒，且和华法林及地高辛有严重的相互作用。因此，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

建议奎宁仅在达到以下 4 条标准的情况下才予以使用：可治疗的病因已被排除；非药物

措施无效；痉挛的规律性发作导致睡眠障碍；痉挛发作频繁且伴有疼痛。治疗早期应密

切监控患者是否出现血小板减少症的症状。 

� 使用该药时，若使用四周后仍无效则应停止用药，并且用药时应每三个月停药一次，重

新评估其疗效。 

� 剂型和规格：片剂（200 mg 硫酸奎宁） 

【参考文献】[1, 322, 323], EA 

82 雷尼替丁 

【用途】 

� 用于胃食道反流 

� 治疗胃炎，良性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 

� 保护胃功能（如，与非甾体抗炎药或类固醇联用） 

� 其他需要减少胃酸分泌的情况 

【剂量与给药途径】 

口服： 

� 新生儿：每次 2–3 mg/kg，每日 3 次（其吸收量不确定） 

� 1-6 个月儿童：每次 1 mg/kg，每日 3 次，如需要可加大剂量， 大剂量为每次 3 mg/kg，

每日 3 次 

� 6 个月-3 岁儿童：每次 2–4 mg/kg，每日两次 

� 3-12 岁儿童：每次 2-4 mg/kg（ 大单次剂量 150mg），每日 2 次。治疗严重的胃食管

返流症时，可加大剂量至 5mg/kg（ 大单次剂量 300mg），每日 2 次。 

� 12-18 岁儿童：每次 150mg, 每日 2 次，或夜间 300mg。在治疗中、重度胃食管返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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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必要时可加量至每次 300mg, 每日 2 次；或每次 150mg，每日 4 次，连续服药 12 周。 

� 缓慢静脉注射时，需稀释至 2.5mg/ml 后用给药，给药时间至少 3 分钟。（部分成

人机构也通过皮下注射途径给药（该给药途径未经批准））： 

新生儿：每次 0.5–1 mg/kg，每 6-8 小时给药一次（由于个体首过代谢影响，可能需要

每次 2mg/kg，每 8 个小时一次）。 

1 个月-18 岁儿童：每次 1 mg/kg（ 大剂量 50mg），每 6-8 小时给药一次（可以 25 

mg/hour 的速率间断给药。 

【注意事项】 

� 口服制剂未被批准用于 3 岁以下儿童；注射剂未被批准用于 6 个月以下儿童。 

� 幼儿早期使用时监测胃内 pH 以衡量 佳剂量 

� 在质子泵抑制剂、H2 受体拮抗剂及促动力药等所有缓解非溃疡性消化不良及胃酸反流

的药物中，质子泵抑制剂的作用 强。质子泵抑制剂和加倍剂量的 H2 受体拮抗剂可有

效预防内窥镜检查中的非甾体抗炎药相关性消化性溃疡。大剂量服用质子泵抑制剂的同

时在睡前加服 H2 受体拮抗剂或可改善夜间胃酸反流，但临床证据不足。 

� 达到血浆峰浓度的时间为 2-3 小时，半衰期为 2-3 小时，作用时间为 8-12 小时。 

� 雷尼替丁可增加咪达唑仑的血药浓度。 

� 导致胃酸过多症于夜间反弹。 

� 使用饲管给药时，除非考虑到含钠量，否则首选泡腾片。另外也可选择口服液。（标准

片剂在水中不易溶解） 

� 严重恶心呕吐时，如需要可静脉注射，某些机构使用皮下注射，每日 2-4 次。 

� 剂型和规格：片剂及泡腾片（150 mg, 300 mg）、口服溶液（75 mg/5 mL）以及注射液

（25mg/ml） 

【参考文献】[1-3, 12, 324-327] 

83 利培酮 

【用途】 

� 用于一、二线治疗效果不佳的难治性肌张力障碍和肌张力异常性痉挛。 

� 治疗伴有精神病倾向或精神病危象的 Battens 病 

� 具有止吐药效（在部分成人难治性恶心呕吐病例中有报道；儿童用中尚未做药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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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科医生监督下可用于治疗躁狂症以及精神疾病 

【剂量与途径】 

口服 

� 5-12 岁儿童（体重 20-50kg）：每次 250 微克，每天一次。如需要可加大剂量，每次增

加 250 微克，隔天加量。每日 大剂量为 750 微克。 

� 12 岁以上儿童（体重大于 50kg）：每次 500 微克，每天一次。可加大剂量，每次增加

500 微克，隔天加量。每日 大剂量为 1.5mg。 

治疗青少年 Battens 病时，在出现幻觉的危象期，可能需要从每次 500 微克，每天一次

加量至每次 1.5mg，每天三次。症状稳定后即可减量或停药。（发作期通常持续 1-6 周）。 

【注意事项】 

� 该药未获准用于具有以上适应症的儿童。利培酮被批准用于 5 岁以上伴有持续攻击性

行为障碍儿童的短期对症治疗（6 周以内）。 

� 生物利用度为 99%，1-2 小时内达到血浆峰浓度。治疗谵妄时，数小时至数天内起

效，治疗精神疾病时数天至数周内起效。血浆半衰期为 24 小时，药效持续时间为 12-48 小

时。 

� 癫痫及心血管疾病慎用。治疗锥体外系综合征时频率用药与以往的抗精神病药物相比较

低，长期用药后可逐渐停止用药。利培酮可致显著的体重增加。 

� 伴有肾功能或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初始剂量和后续剂量应减半。 

� 片剂在水中五分钟内可溶解，这将大大方便肠饲给药。饲管给药使用口服液较为方便。 

� 剂型和规格：片剂（500 微克, 1 mg, 2 mg, 3 mg, 4 mg, 6 mg）、口分散片（500 微克, 1 

mg, 2 mg, 3 mg, 4 mg）、溶液（1 mg/mL） 

【参考文献】 CC [2, 12, 124, 328, 329] 

84 沙丁胺醇 

【用途】 

� 用于支气管痉挛所导致的喘息、呼吸困难。 

� 也可用于治疗高钾血症，预防和治疗早产儿的慢性肺疾病。偶见治疗肌肉疾病或肌

无力（需咨询专科医生意见，在此不作说明）。 

【剂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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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恶化的可逆性气道阻塞，预防由于过敏原及运动导致的支气管痉挛。 

（注意：请查阅标准文本中关于治疗急性哮喘的单独详细指南） 

雾化吸入： 

� 1 个月-18 岁儿童：对持续症状者，每次 100-200 微克（1-2 喷），每天 多四次。 

雾化溶液： 

� 新生儿：每次 1.25-2.5mg，每天 多四次。 

. 1 个月-18 岁儿童：每次 2.5-5mg，每天 多四次。 

� 口服制剂（但治疗支气管痉挛时首选吸入药剂）。 

� 1 个月-2 岁儿童：每次 100 微克/kg（ 大剂量 2mg），每天 3-4 次。 

� 2-6 岁儿童：每次 1-2mg，每天 3-4 次 

� 6-12 岁儿童：每次 2mg，每天 3-4 次 

� 12-18 岁儿童：每次 2-4mg，每天 3-4 次 

【注意事项】 

� 沙丁胺醇未被获准用于高钾血症。糖浆、片剂不可用于 2 岁以下儿童；控释片剂不可用

于 3 岁以下儿童；注射剂不可用于儿童。 

� 在姑息治疗中，若怀疑有气道阻塞，则可试用支气管扩张剂（如 1-2 周）并评估其对患

儿症状的疗效，这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呼吸量测量法应作为常规的诊断方法，以证

实可能存在的潜在哮喘。 

� 沙丁胺醇尚未证实对 2 岁以下儿童有效，据推测可能与患儿受体的不成熟有关。对于 1-

2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异丙托溴铵可能更为有效。 

� 现在许多儿科专家建议，对于处在急性发作期的患儿，通过雾化罐给予沙丁胺醇（多剂

量给予 100mg，多达 10 次），比使用喷雾器实用性更高。 

� 副作用为心率加快，急躁焦虑，震颤 

� 如有上述副作用则可选用异丙托铵溴化物作为替代。 

� 吸入型药品应使用合适的储物罐装置，患儿或其护理人应接受适当的训练，了解使用吸

入器的技巧，并确保使用正确。由于现在多剂量吸入多用氢氟烷烃作为推进剂，易堵塞

喷嘴，因此建议每周清洁一次。 

� 沙丁胺醇雾化剂按规定应使用未稀释液。但如果需要长时间使用（10 分钟以上）则应

用 0.9%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另外，沙丁胺醇可与异丙托溴铵雾化液混合。 

� 【规格】：雾化剂(2.5 mg/2.5 mL, 5 mg/2.5 mL)、吸入剂(5 mg/1 mL)、气雾吸入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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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喷)（使用定量雾化吸入器，配有多种储雾装置）。亦有多种类型的干粉吸入剂。

另外也有沙丁胺醇片剂（2mg、4mg，较为昂贵）、控释胶囊（4mg、8mg）、和口服液

（2mg/5ml）。注射液(500 微克/ml)及静脉滴注制剂。 

【参考文献】[1-3, 330, 331] 

85 番泻叶 

【用途】 

� 便秘 

 

【剂量与途径】 

口服 

初始剂量可根据药物反应和耐受性进行调整。 

� 1 个月-2 岁儿童：糖浆，每次 0.5mL/kg( 大剂量 2.5 mL)，每日一次 

� 2-6 岁儿童：糖浆，每日 2.5-5mL 

� 6-12 岁儿童：糖浆，每日 5-10mL；或片剂，夜间 1-2 片；或 2.5-5mL 颗粒剂 

� 12-18 岁儿童：糖浆，每日 10-20mL；或片剂，夜间 2 片；或 5-10mL 颗粒剂 

【注意事项】 

� 糖浆未被批准用于 2 岁以下儿童，片剂及颗粒剂未被批准用于 6 岁以下儿童。 

� 该药属于刺激性泻药。 

� 8-12 小时内起效。 

� 初始剂量应较低，后可根据需要加量。 

� 在专家建议下可以超过规定剂量使用。 

� 颗粒剂可与热牛奶混合服用，或可撒在食物中食用。 

� 口服液可经肠饲管给药。 

� 剂型和规格：片剂（7.5mg 番泻甙 B）、口服糖浆(7.5mg/5mL 番泻甙 B)、及颗粒剂（15 

mg/5 mL 番泻甙 B） 

【参考文献】[2, 6, 1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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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柠檬酸钠 

【用途】 

� 容积性泻药适用的便秘 

【剂量与给药途径】 

Micolette 微型灌肠剂 

灌肠剂：柠檬酸钠 450mg、十二酰乙醛亚硫酸氢钠 45mg 和甘油 623mg 溶于柠檬酸、

山梨酸钾、山梨醇，混合为 5ml 粘性溶液。 

� 直肠给药：3-18 岁儿童：单次 5-10mL 

Micralax 微型灌肠剂 

灌肠剂：柠檬酸钠 450mg、十二酰乙醛亚硫酸氢钠 45mg、山梨酸 5mg，溶于甘油和山梨醇，

混合为 5ml 的粘性溶液。 

� 直肠给药：3-18 岁儿童：单次给药 5-10mL 

Relaxit 微型灌肠剂 

灌肠剂：柠檬酸钠 450mg、十二烷基硫酸钠 75mg、山梨酸 5mg，溶于甘油和山梨醇，混合

为 5ml 的粘性溶液。用喷嘴封口，进行单剂量给药。 

直肠给药：1 月-18 岁儿童：5ml 为单次剂量（3 岁以下的儿童，喷嘴只可插入一半长

度）。 

 

【注意事项】 

� 三岁以下儿童只需插入一半喷嘴即可 

� 【规格】：微型灌肠剂（5 mL） 

【参考文献】 [1, 2] 

87 匹可硫酸钠 

【用途】 

� 便秘 

【剂量与途径】 

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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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月-4 岁儿童：初始剂量 2.5mg，每日一次，如需要可根据药物反应加量，每日建议

大剂量为 10mg 

� 4-18 岁儿童：初始剂量 2.5mg，每日一次，如需要可根据药物反应加量，每日建议 大

剂量为 20mg 

【注意事项】 

� 酏剂经批准可用于所有年龄段儿童；胶囊剂仅批准用于 4 岁以上儿童。 

� 该药为刺激性泻药。 

� 服用后 6-12 小时内起效。 

� 该药的效力取决于肠道菌群的分解。因此既往服药的药效可因抗生素作用以及随后的肠

道菌群改变而丧失。 

� 肠饲管给药时：使用液体制剂，给药前先用等体积的水稀释。匹克硫酸钠在到达结肠之

前无明显吸收，因此其治疗反应不因空肠给药的方式而受影响。 

� 【规格】：酏剂(5mg/5mL)，以及胶囊剂(2.5mg) 

【参考文献】[1, 2, 12] 

88 硫糖铝 

【用途】 

� 预防应激性溃疡 

� 预防食管及胃部静脉曲张出血，同时该药为以下治疗方案的辅助用药：伴有粘膜溃疡的

食管炎、胃或十二指肠溃疡以及不明原因的上消化道出血。 

 

【剂量与途径】 

口服 

预防应激性溃疡、食管及胃部静脉曲张出血 

� 1 个月-2 岁儿童：一次 250mg，每日 4-6 次。 

� 2-12 岁儿童：一次 500mg，每日 4-6 次。 

� 12-15 岁儿童：一次 1g，每日 4-6 次。 

� 15-18 岁儿童：一次 1g，每日 6 次（ 大剂量每日 8g）。 

伴有粘膜溃疡的食管炎、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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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月-2 岁儿童：一次 250mg，每日 4-6 次。 

� 2-12 岁儿童：一次 500mg，每日 4-6 次。 

� 12-15 岁儿童：一次 1g，每日 4-6 次。 

� 15-18 岁儿童：一次 2g，每日 2 次（每日晨起及入睡前服用）；或一次 1g，每日 4 次

（每餐前 1 小时及夜间服用）。服用 4-6 周（对于顽固性患者 多服用 12 周）。每日

高剂量 8g。 

【注意事项】 

� 该药未被许可用于 15 岁以下儿童；片剂未被许可用于应激性溃疡。 

� 餐前 1 小时给药。 

� 分次服药时，需在清醒时段内平均分配时段服用。 

� 形成胃肠结石：继服用硫糖铝可形成胃肠结石的报道之后，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CSM）

建议危重患者，特别是接受伴行肠饲或伴有诱发因素（如胃排空障碍）的患者应谨慎使

用硫糖铝。 

� 注意：处于透析状态或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服用硫糖铝时，铝会被大量吸收。 

� 片剂碾碎溶解于水中 

� 硫糖铝混悬剂给药时，应至少与肠饲（经鼻胃管或胃造瘘）间隔 1 小时。有少数病例报

道，因服用硫糖铝混悬剂与肠饲时间间隔过近而导致胃肠结石产生。 

� 服用硫糖铝口服混悬剂时需谨慎，可能阻塞细小的饲管。 

� 【规格】：口服混悬剂（1g/5mL）、片剂（1g） 

【参考文献】[2, 6, 12] 

89 替马西泮（羟基安定） 

【用途】 

� 用于焦虑引起的睡眠障碍 

【剂量与给药途径】 

口服 

� 成人：10-20mg，夜间服用。特殊情况下可加大剂量至 40mg，夜间服用。 

【注意事项】 

� 该药未被批准用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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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饲给药时可使用其口服溶液。 

� 剂型和规格：片剂（10 mg, 20 mg）及口服液（10 mg/5 mL） 

� 该药为第三类管制药物 

 

【参考文献】[1, 12] 

90 替扎尼定 

【用途】 

� 骨骼肌松弛药. 

� 严重的慢性肌肉痉挛或强直 

【剂量与途径】 

儿童用药根据 SR [332] 

� 18 个月-7 岁儿童：每日 1mg，如需要可根据药物反应加量 

� 7-12 岁儿童：每日 2mg，如需要可根据药物反应加量 

� 12 岁以上儿童：如成人单次剂量[1]：初始剂量 2mg，每隔 3-4 天增加 2mg。将每日总

剂量均分为 3-4 次服用。通常每日总剂量为 24mg，每日 高剂量为 36mg 

【注意事项】 

� 该药未被批准用于儿童。 

� 该药通常由神经科专科医师开具处方并制定剂量。 

� 用药时间和频率可依据个体不同情况而定，其 大效应时常较短，于服用后 2-3 小时内

出现。 

� 伴有肝脏疾病患者用药需谨慎，应定期检测肝功能。 

� 与延长 QT 间期的药物合用需谨慎。 

� 避免突然停药，有出现反跳性高血压、心动过速的风险。 

� 细胞色素氧化酶CYP1A2 抑制剂可升高替扎尼定的血药浓度，可能导致严重的高血压。 

� 常见的副作用有困倦、虚弱和口干 

� 片剂如需要可压碎后溶于水中给药，或可通过肠饲给药。片剂不易分散，需放入 10mL

水中摇晃 5 分钟即可溶解。所得的分散液可无阻力通过 8Fr 鼻胃管。 

� 【规格】：片剂（2mg、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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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 12, 19, 20, 25, 332-335] 

 

91 曲马多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现阶段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应用其他药物替代可待因（曲

马多），并推荐从使用第一阶梯非阿片类药物直接转变到低剂量强阿片类药物来控制儿童无

法控制的中度疼痛。 

【用途】 

� 弱阿片类药物，有非阿片类药物的镇痛作用。 

【剂量与给药途径】 

口服 

� 5-12 岁儿童：每次 1-2 mg/kg，每 4-6 小时一次（ 大初始单剂量 50mg，24 小时内 多

服用四次）。如需要可加大至 大剂量 3 mg/kg（ 大单次剂量 100mg），每 6 小时服

用一次。 

� 12-18 岁儿童：初始剂量每次 50mg，每 4-6 小时一次。如需要可加大至 大剂量每日

400mg，分数次服用，每 4-6 小时服用一次。 

静脉注射或输注 

� 5-12 岁儿童：每次 1-2 mg/kg，每 4-6 小时一次（ 大初始单剂量 50mg，24 小时内 多

四次）。如需要可加大至 大剂量 3 mg/kg（ 大单次剂量 100mg），每 6 小时一次。 

� 12-18 岁儿童：初始剂量每次 50mg，每 4-6 小时一次。如需要可加大至 大剂量每日

100mg，每 4-6 小时一次。 大剂量每日 600mg，分数次给药。 

【注意事项】 

� 该药未被许可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 

� 曲马多为第三类管制药物，但可免除药物安全保管要求。 

� 曲马多口服时药效约为吗啡的 1/10 

� 口服后 30-60 分钟起效，药效可持续 4-9 小时。 

� 与等剂量的吗啡相比，曲马多引起的便秘和呼吸抑制较少。 

� 该药镇痛效果可被昂丹司琼降低。 

� 可溶解或在口中分散的片剂可溶解于水中，通过肠饲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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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型及规格】：胶囊剂（50 mg, 100 mg）、可溶片（50 mg）、口分散片（50 mg）、

控释片剂及胶囊剂（100 mg, 150 mg, 200 mg, 300 mg, 400 mg）、口服滴剂（100mg/mL）

及注射剂（50 mg/mL） 

【参考文献】[1, 2, 12, 29, 33] 

92 氨甲环酸 

【用途】 

� 渗血（如粘膜、毛细血管渗血），尤其是由于血小板数量减少或功能障碍造成的渗血。 

� 月经过多。 

【剂量与途径】 

口服: 

抑制纤维蛋白溶解： 

� 1 个月-18 岁的儿童：每次 15–25 mg/kg（ 大剂量 1.5g），每日 2-3 次 

 

月经过多： 

� 12-18 岁儿童：每次 1g，每日 3 次，至多服用 4 日。如有大出血，则可至每日 大剂量

4g（分为数次服用）。月经开始之后方可开始治疗。 

 

静脉注射（至少 10 分钟）： 

 

抑制纤维蛋白溶解： 

� 1 个月-18 岁的儿童：每次 10mg/kg（ 大剂量 1g），每日 2-3 次。 

 

持续静脉输注： 

 

抑制纤维蛋白溶解： 

� 1 个月-18 岁的儿童：每次 45mg/kg，持续 24 小时。 

 

5%漱口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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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岁儿童：每次 5-10mL，每日 4 次，使用 2 日，不可吞咽。 

局部治疗： 

� 将薄纱在 100mg/ml 的注射剂中浸湿吸收后涂抹在局部。 

 

【注意事项】 

� 注射、或静脉输注给药未被许可用于 1 岁以下儿童。 

� 患儿伴有血尿症时使用氨甲环酸可导致血凝块绞痛。 

� 胃肠外制剂可局部使用。 

� 【剂型及规格】：片剂（500 mg）、糖浆（500 mg/5mL，可从特殊药品生产商处获得）、

注射剂（100mg/mL，5mL 安瓿）。漱口水需临时制备。 

【参考文献】[2, 6, 336-340] 

93 苯海索 

【用途】 

� 用于肌张力障碍；流涎；解痉 

【剂量与途径】 

口服 

� 3 个月-18 岁儿童：初始剂量一日 1-2mg，分 1-2 次服用，每 3-7 天增加每日剂量 1mg。

可根据药物反应及副作用来调整剂量。每日 大剂量为 2mg/kg 或每日 70mg 

通常情况下控制流涎所需剂量要远小于控制肌张力障碍的剂量。 

 

【注意事项】 

� 抗胆碱能药被认为能够部分阻断中枢（纹状体）的胆碱能受体。 

� 该药未被批准用于儿童。 

� 使用该药物的同时应密切观察并执行完整的非药物管理计划，包括体位、按摩、姿

势维持、牵张以及检查发作诱因等。建议在服用苯海索之前查询专业神经病学的相关信息。 

� 该药副作用常见，因而服药时应从小剂量开始服药，逐渐增加剂量，以减少副作用发作，

降低其严重性。30-50%的患者出现口干、胃肠道障碍、视物模糊、眩晕及恶心的症状。

较少见的副作用包括尿潴留、心动过速。大剂量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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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有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的患儿用药需谨慎。 

� 通常服药后 1 小时内起效，服药后 2-3 小时有 大效能，药效持续 6-12 小时。 

� 该药治疗张力障碍性运动时， 大药效或需服药后数周才出现。 

� 长期服药的患儿不可突然停药。 

� 片剂可压碎混合于易消化食物中服用。 

� 通过胃造瘘进行给药时，可用液体制剂，或将片剂分散溶于水中使用。 

� 剂型和规格：片剂（2mg、5mg）及口服液（粉色糖浆）（5mg，5ml） 

【参考文献】[1, 2, 12, 341-347] 

94 维生素 K （植物甲萘醌） 

【用途】 

� 治疗维生素 K 缺乏性出血（需咨询专科医师意见） 

【剂量和给药途径】 

口服或静脉注射： 

� 婴儿：100 微克/kg 

� 1 个月-18 岁儿童：单次剂量 250-300 微克/kg，单次 大剂量 10mg 

【注意事项】 

� 体重小于 2.5kg 的早产儿静脉注射应谨慎 

� Konakion MM 注射剂 10 mg/mL (0.2 mL amp)，稀释于 5%葡萄糖溶液中用于缓慢静脉

注射或静脉输液。不可用于肌肉注射。 

� Konakion MM 小儿用药 10 mg/mL (0.2 mL amp)，可口服给药或肌肉注射，也可稀释于

5%葡萄糖溶液中用于缓慢静脉注射或静脉输液。 

� 现阶段英国暂无维生素 K 片剂处方获得许可。或可通过专业进口公司获得植物甲萘醌

片剂 10 mg。 

【参考文献】[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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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吗啡等效药 

单次剂量[1, 2, 5] 
镇痛剂 剂量 
吗啡（口服） 10mg 
吗啡（皮下注射） 5mg 
二乙酰吗啡（皮下注射） 3mg 
氢吗啡酮（口服） 2mg 
羟考酮（口服） 6.7mg 
美沙酮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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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皮下注射药物的相容性 

证据表明在儿童临终护理过程中，肠内给药途径不再可行，大部分症状可以通过联用六种基

本药物来控制[216] 。这六种药物的相容性见下表 1[8]。更详细的信息，建议从业者查询相

关参考资料来获取。 

 

表 1： 两种溶于注射用水的药物在注射泵中的相容性 

 

二乙酰吗啡 

-          硫酸吗啡 

+          +      咪达唑仑 

A+        +       +      苯甲嗪 

A+        +       +      +     氟哌啶醇 

+          ？      +      -      -       左米丙嗪 

+          +      +      ？      ？        ？     氢溴酸东莨菪碱 

 

 

 

A：实验室数据；物理和化学相容性良好，但任何一种药物浓度增加都可能会导致产生结晶 

+：在通常浓度下，可以在注射用水中相容 

-：为同种类型的药物，不推荐联合用药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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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症状治疗计划模版 

 

姓名： 

出生日期： 

ID 号： 

体重： 

药物过敏： 

填写表格的医生/护士： 

诊断： 

 

好的、 可能的、 糟糕的情况： 

 

 

主要问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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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疼痛的病因 

儿童可能由于局部组织损伤、炎症、肌肉痉挛、神经刺激或损伤、器官扩张或压力积聚于封

闭的空间(如颅骨或肝包膜)、骨头或其他地方的继发性疾病、肌肉痉挛、疝气/便秘、尿潴留

或心理原因而遭受痛苦。 

 

非药物治疗 

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或者需要用药物治疗。孩子是唯一一类可以接受像分散注意力、催

眠、渐进式肌肉放松、唱歌、祈祷、(当然)大量的拥抱等非药物治疗手段的群体。同时，像

按摩、反射疗法、针灸和草药治疗这样的补充医疗方法也可能是有益的。CPC 治疗没有固定

原则，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 

 

药物治疗 

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疼痛梯度来采取措施。 

1. 第一阶梯：扑热息痛和布洛芬、双氯芬酸 

2. 第二阶梯：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海洛因、羟考酮、芬太尼和丁丙诺啡。 

3. 均可同时应用辅助用药：如用阿米替林或抗惊厥药物治疗神经疼痛，用地塞米松来治疗

由于压力或压迫造成的疼痛，用东莨菪碱舒缓肌肉疼痛，以及一些特定的药物，如氯胺酮或

一氧化二氮。 

 

 

 

 

 

 

 



 

  291 

 

 

 

 

患儿具体疼痛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的疼痛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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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和呕吐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恶心和呕吐的病因 

焦虑、胃肠局部问题、某种药物、全身系统性疾病、内分泌失调、迷路系统损伤或颅内压增

高，都可能会导致儿童恶心的症状。 

 

非药物治疗 

▪ 疼痛、恶心和呕吐并不总是需要用药物治疗。 

▪ 应用相同的非药理手段，比如分散注意力、催眠、渐进式肌肉放松法、唱歌、祈祷、和

(当然)大量的拥抱。 

▪ 利用补充疗法，比如按摩、反射疗法、针灸和草药治疗可能也都是有所帮助的。 

▪ 其他实用措施，包括消除难闻的气味和清理吃完的食物，避免使用气味强烈的香水并少

食多餐。 

 

药物治疗 

▪ 呕吐可由不同途径触发，包括胃肠、内耳、大脑中的呕吐中枢和更高级的皮层中枢。 

▪ 每一种途径涉及的受体和化学递质都不同，所以每个都需要不同的药物：苯甲嗪作用于

前庭因素，胃复安和多潘立酮治疗胃上部原因，氟哌啶醇和昂丹司琼治疗化学原因，左

咪丙嗪可针对所有病因(尽管这种药镇定作用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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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具体恶心和呕吐的治疗计划 

 

患儿目前的问题： 

 

 

 

患儿的具体治疗计划（请给出正确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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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的治疗模板 

引起癫痫的病因 

▪ 可能导致儿童癫痫发作的潜在原因是：高烧、大脑刺激或感染，以及颅内压升高。他们

经常不用采取治疗手段就自愈了，但如果这些症状持续超过 3 - 4 分钟（对于孩子来说，

这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就应该采取措施。 

▪ 在 CPC 中，我们把孩子分为两类。 

1、患有神经障碍，已经癫痫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儿童，他们使用的药物较多，并且他们的家

人有足够能力和条件去治疗他们。 

2、孩子没有过癫痫病史，但是他们患有的疾病已经开始引发癫痫发作。这些让其家人和看

护者感到恐惧无措。 

 

非药物治疗 

▪ 有用的方法是冷静，清晰并温柔的教育和培训其家人，让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要做

什么。一份书面计划对他们的家庭和学校是非常有帮助的。 

▪ 如果孩子开始痉挛了，要确保其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而不会用任何东西伤害自己。不要

试图强制其停止其动作或者把任何东西放进其嘴里。给予其氧气(如果可行)。寻找致使

癫痫发作的可医治原因，例如感染、生化失衡、低血糖、颅内压增高和不正确的癫痫应

对措施，并尽力改正。不是所有的癫痫都需要使用药物，所以等待 5 分钟（尽管这已经

是一段特别漫长的时间），看看孩子能否自己停止痉挛。 

癫痫发作时通过直肠给予安定的剂量 

▪ 新生儿：如果必要的话，每 10 分钟重复给 1.25 - -2.5 毫克。 

▪ 1 个月－两岁： 如果必要的话，每 10 分钟给 5 毫克。 

▪ 两岁－12 岁：如果必要的话，每 10 分钟给 5－10 毫克。 

▪ 12 岁－18 岁：如果必要的话，每 10 分钟给 10－20 毫克。 

 

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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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开始痉挛时，如果你有吸氧设备，请为孩子大流量注氧。如果孩子仍旧没有停

止痉挛，请让其口服咪达唑仑(或地西泮直肠给药，或三聚乙醛和油混合后直肠给药)。 

▪ 如果 10 分钟后还未改善，请第二次给药，并打电话给救护车或姑息治疗团队。 

 

癫痫发作时，咪达唑仑的口服剂量 

▪ 新生儿：每一剂 300 微克/Kg； 

▪ 1-6 个月：每一剂 300 微克／Kg（ 多不超过 2.5 毫克），如果需要可重复给药一次； 

▪ 6 个月－1 岁：2.5 毫克，如果需要可重复给药一次； 

▪ 1-5 岁：5 毫克，如果需要可重复给药一次； 

▪ 5-10 岁：7.5 毫克，如果需要可重复给药一次； 

▪ 10-18 岁：10 毫克，如果需要可重复给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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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具体的癫痫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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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的治疗计划模版 

引起呼吸困难的病因 

▪ 儿童可能是因潜在疾病导致呼吸困难，呼吸困难是呼吸不适时的主观体验，强度差异较

大。 

▪ 因此，对潜在疾病的治疗非常重要（比如：焦虑、支气管痉挛、腹水对隔膜造成的压迫、

贫血、胸腔积液等。） 

非药物治疗： 

▪ 保持空气流通－使用风扇或开窗通风。 

▪ 焦虑会导致呼吸困难恶化，因此应向家长和孩子讲明情况使其安心。 

▪ 体位——应该尽可能保持直立（坐位）。 

▪ 适当的分散注意力很重要，包括玩游戏和进行呼吸练习。(适用于大一点的孩子) 

药物治疗 

▪ 氧气 

○ 研究表明，虽然氧气疗法可能会产生一些舒适和安慰的作用，但是除非呼吸困难是

由于急性低氧造成的，否则可能不是很有效果。 

▪ 吗啡 

○ 这有助于减轻焦虑、疼痛和肺动脉压力。先使用正常镇痛剂量的一半，后调整剂量

至起效(视疼痛区域而定)。 

▪ 咪达唑仑: 

○ 口服给药：1 月- 18 岁： 200 - 500 微克/Kg( 大剂量 10 毫克) 

○ 直肠给药：500 - 750 微克/Kg 

▪ 连续静脉/皮下输液:1 个月-18 岁:10 - 300 微克/Kg/小时 

▪ 氯羟去甲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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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年龄，单剂量 25 - 50 微克/Kg。 

○ 大多数儿童的试验剂量不需要超过 0.5 - 1 毫克，舌下吸收较佳。                    

患儿具体的呼吸困难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的具体治疗计划(请给出正确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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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分泌物过多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呼吸道分泌物过多的病因 

▪ 呼吸道分泌物过多往往给儿童和其护理者在临终阶段造成痛苦。 

非药物治疗 

▪ 小心调整孩子的体位通常可以 大限度减少呼吸啰音。 

▪ 吸痰或许对一些儿童是有效果的，但是只限于口腔内。 

▪ 解释和安慰较为有效。 

药物治疗   

▪ 氢溴酸东莨菪碱贴剂或皮下注射或输注可能会减少呼吸道分泌物。也可以考虑使

用格隆溴铵。 

氢溴酸东莨菪碱透皮剂: 

1 个月- 3 岁：每 72 小时 250 微克(四分之一片)。 

3 – 10 岁：每 72 小时 500 微克(半片) 

10 – 18 岁：每 72 小时 1 毫克(1 片) 

氢溴酸东莨菪碱皮下或静脉输液: 

每隔 4 - 8 小时 10 微克/Kg， 大 600 微克。 

或 24 小时输注 60 微克/Kg。                   

格隆溴铵口服剂量: 

1 个月- 18 岁：40 - 100 微克/Kg( 多 2 毫克)。每天 3 - 4 次。 

格隆溴铵皮下输液 

孩子 1 个月–12 岁：12-40mg/Kg/24 小时( 多 1.2 毫克) 

孩子 12 – 18 岁：0.6 --1.2 毫克/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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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呼吸道分泌物过多的具体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请给出正确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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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出血治疗计划模版 

引起严重出血的病因： 

▪ 造成孩子出血的原因有：服用某些药物、各种恶性肿瘤、肝脏疾病、凝血障碍、

溃疡、肾功能衰竭、全身系统性感染、牙龈出血。 

非药物治疗: 

▪ 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大出血非常可怕，请试着不要恐慌。 

▪ 压住流血的伤口。 

▪ 调整体位可以让血流更容易被控制。 

▪ 使用深色的床单以及深色的毛巾擦血以免加重病人看到血液时的精神压力。 

▪ 分散注意力：如唱歌，呼吸或放松练习，演奏或祈祷等精神活动。 

药物治疗 

▪ 如果发生紧急的急性或严重出血，请使用速效镇静药物咪达唑仑和海洛因。这些

应该很容易迅速的在孩子家中找到。 

▪ 尽可能快速建立持续皮下或静脉输液通道，按 0.3 毫克/Kg/ 24 小时的剂量输注咪

达唑仑，并注射一定剂量的吗啡或海洛因，来减轻疼痛感，该剂量至少要等效于

静脉给药治疗爆发性疼痛的剂量。不要害怕，要根据需要迅速加大剂量。 

▪ 注意，为缓解疼痛而注射的吗啡剂量是没有限值的，在临终阶段，有可能会出现

各种情况，且情况多变，所以要及时注射吗啡，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各种副作用

（可能发生的呕吐、恶心、便秘等)做好准备。 

▪ 可以用浸泡有肾上腺素或氨甲环酸的敷料外敷。 

▪ 内出血可使用凝血药物治疗，如维生素 K；如果大量失血，要考虑到输血或输入

血小板。 

咪达唑仑：:静脉输液（如无法进行静脉输液，可以选择口服或者鼻喷法）咪达唑仑 100 微

克/Kg（不到 5 岁的孩子可能需要更大剂量， 大达到 600 毫克/Kg。刚开始要小剂量输

入，并准备随时重复或加量）。在镇静前，可每 10 分钟重复 1 次。使用安定来减少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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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静脉输液（如无法进行静脉输液，可以选择口服或者鼻喷法）海洛因 0.1 毫克/Kg
（对 6 个月以下儿童，减半），并按照上文所述重复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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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严重出血治疗的具体计划模版 

患儿的现病史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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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痉挛（肌张力障碍）治疗计划模版 

引起肌张力障碍的病因： 

▪ 压力过大或神经刺激可引发肌肉痉挛。一些致命疾病也可引起肌肉痉挛如神经退行性疾

病。长时间卧床休息或不活动会引起肌肉痉挛。 

非药物治疗： 

▪ 同等重要的是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肌张力障碍是非常痛苦和可怕的，而疼痛和焦

虑可以引起肌肉紧张，引发肌张力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剧疼痛和焦虑。 

▪ 肌张力障碍管理的关键在于试图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 任何治疗焦虑或缓解痛苦的方法都会有所帮助。 

▪ 肌肉痉挛并不总是需要单独使用药物治疗，药物通常不是非常有效，而且会引发很多副作

用。 

▪ 尝试帮助患儿放松：通过适当体位、矫正坐姿、按摩、理疗、洗热水澡或分散注意力等方

法至少和药物同等重要，甚至比药物更有效。 

药物治疗： 

▪ 骨骼肌肉松弛剂有帮助，但副作用较多。 

▪ 临终前， 有用且容易操作的是苯二氮卓类药物如地西泮、咪达唑仑等。但长期应用此类

药物的患儿容易产生耐受，此时应选用巴氯芬（口服或鞘内用药）、替扎尼定、丹曲林、

肉毒素注射剂，或利用局部手术进行治疗。 

地西泮： 

1 月-2 岁：起始剂量 0.25mg/kg，每天两次，根据情况加量。 

2 岁-5 岁：2.5mg，每天两次，根据情况加量。 

5 岁-12 岁：5mg，每天两次，根据情况加量。 

12-18 岁：5-15mg，每天两次，根据情况加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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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肌张力障碍的具体治疗计划 

患儿现病史：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如果在实施上述医嘱后患儿仍持续当前症状，请电话咨询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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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疼痛治疗计划模版 

可能引起口腔疼痛的病因： 

▪ 在患儿姑息疗法中，口腔护理常常被忽略。引起口腔疼痛的病因包括：鹅口疮（或口腔念

珠菌病）、由于张口呼吸引起的口干、长期吸氧或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外伤性/口疮性/感

染性溃疡；牙龈出血；龋齿及牙龈增生。 

 

非药物治疗： 

▪ 与其他症状一样，药物治疗并不是口腔疼痛的唯一选择。 

▪ 保持口腔卫生以及口腔内湿润可以防止干燥。通过含吸冰块、菠萝或冰棒、啜饮冰水、用

纱布或粉红色海绵蘸水擦拭以及漱口水漱口等方式保持口腔湿润。 

▪ 如适时的将小块巧克力放入口中，可使人保持愉悦。 

▪ 其他非药物方法如分散注意力、催眠、渐进式肌肉放松、唱歌、祈祷、当然还有拥抱。补

充疗法如推拿、反射疗法、针灸、中药等均有帮助。 

药物治疗： 

为减缓口腔疼痛，应识别和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必要时请参阅疼痛症状管理控制计划。 

 

口干 啜饮液体、冰棒、人工唾液 

鹅口疮 霉康唑口腔软膏或氟康唑 

口腔溃疡 漱口水、保治灵、类固醇含片 

牙龈出血 

 

氨甲环酸、漱口药、或止血剂，如明胶海绵、

凝胶薄膜。参照出血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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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具体口腔疼痛的治疗计划 

患儿的问题 

患儿的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以上步骤都已实施，孩子仍旧遭受这些问题困扰，请致电：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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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受压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脊髓受压的病因： 

脊髓受压是一种医疗急症。治疗的目的是防止丧失活动能力和/或自控能力。不是所有

患者的治疗目的都相同，所以治疗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以下 2 个问题的答案： 

1、有没有可能脊髓受压？要小心那些已经患有脊椎疾病并且疼痛感愈见加剧，腿部、

肠和膀胱上的神经症状改变的患儿。 

2、紧急检查（如：磁共振扫描）和治疗（如手术或放疗）是否是该患儿的 佳治疗方

案？ 

脊髓受压 有可能的原因是脊柱转移瘤。脊髓受压的迹象包括后背疼痛、腿软无力、反

射改变、腿部感觉减弱、膀胱和肛门括约肌紊乱。 

 

非药物治疗: 

▪ 行动管理 

▪ 皮肤护理 

▪ 泌尿系统管理 

▪ 心理支持 

▪ 其他非药物治疗方法，如分散注意力、催眠、进行性肌肉放松、唱歌、祈

祷和尽量多的拥抱。 

▪ 补充治疗如按摩、反射疗法、针灸和草药治疗也有帮助。 

 

药物治疗 

▪ 应治疗疼痛（见相关部分），如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符合儿童的 佳利

益，则应进行。 

▪ 应静脉给予地塞米松，并且患儿应立即住院。 

 

地塞米松 

小于 35Kg：6-8mg 

大于 35Kg：12-16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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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脊髓受压的具体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以上步骤都已实施，孩子仍旧遭受这些问题困扰，请致电：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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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不安、精神错乱和焦虑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焦虑情绪的病因: 

▪ 姑息治疗中有许多可能会造成躁动，不安，焦虑和的精神错乱的原因。 

▪ 这些原因包括尿潴留，便秘，胃食管回流，癫痫，肌肉痉挛，药物，不明

原因损伤/骨折，脓毒症，脑原因，缺氧，环境，恐惧，恶心，不受控制的疼痛和不

良的体位。 

 

非药物治疗 

根据出现的症状，尝试以下一个或多个治疗方式： 

▪ 使其安心 

▪ 调整体位 

▪ 家长参与 

▪ 保持安全 

▪ 必要时改变环境 

▪ 轻松的音乐 

药物治疗 

用以下方法治疗已知诱因的和严重的病例： 

▪ 颊咪达唑仑：200 毫克- 500 微克/Kg 

▪ 安定： 

○  4 岁以下：50 微克/Kg，一天两次 

▪ 氟哌啶醇：12.5 -25 微克/Kg( 大 10 毫克/24 小时) 

▪ 左美丙嗪：（更具镇静效果，但也可以定期给予） 

○  2-12 岁：0.25 - 1 毫克/Kg 每晚 

○ 大于 12 岁：6.25 - 25 毫克每晚 

○ 5-12 岁：1.5 -10 毫克每天两次 

○ 大于 12 岁：2-10mg 每天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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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情绪焦虑的具体治疗计划 

患儿具体问题 

 

 

 

 

 

患儿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以上步骤都已实施，孩子仍旧遭受这些问题困扰，请致电：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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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治疗计划模板 

引起肌张力障碍的病因 

 

舒缓治疗中儿童便秘的定义将便秘认为是患儿正常排便习惯的改变。与直肠给药相比，口服

制剂往往更受欢迎。重要的是请记住，儿童可能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直肠检查。 

▪ 不活动 

▪ 脱水（发烧/呕吐） 

▪ 饮食注意事项 

▪ 特定疾病/条件-神经系统/代谢 

▪ 肠梗阻/直肠撕裂 

▪ 用药 

 

非药物治疗 

 

▪ 额外的液体(例如水、西梅汁、纤维丰富的牛奶) 

▪ 按摩 

▪ 体位变化 

▪ 安慰/分散注意力 

▪ 热水袋 

 

药物治疗 

▪ 比沙可啶栓剂或灌肠（是来缓解严重便秘的一线治疗药物） 

▪ 塞纳（短时间内刺激性泻药） 

▪ 默维可和/或乳果糖（为了防止进一步便秘的渗透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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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便秘的具体治疗计划 

患儿当前的问题 

 

 

 

 

患儿的具体治疗计划(具体到药物剂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如果以上步骤都已实施，孩子仍旧遭受这些问题困扰，请致电：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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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霉素   36, 71, 73, 113, 243, 

245, 381 
氯硝西泮 220,  222 
可乐定 222–225,  378–379 
克霉唑  39, 113–114 
复方丹蒽醌+泊洛沙姆   226 

酚磺乙胺  245 
芬太尼 54–55, 57, 202,  204, 236, 

248–250, 346,  375, 381–382, 
385, 390, 402 

复方丹蒽醌+多库酯钠   226–227 
可待因  50, 55, 91, 227–229, 241, 279, 

337, 379 

氟氯西林   99, 111–112 
氟康唑  36, 39, 68, 70, 114, 250– 

251, 287,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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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  36, 252–253,  382 
氟伏沙明  305 

美沙酮  37, 54, 57, 283–287, 343, 
389–390 

呋塞米 98, 131 氨甲喋呤  114, 300 
加巴喷丁  41, 56, 253, 383 
盖胃平 73, 81, 255 
甘油  83, 85 
格隆溴铵  118, 383 
灰黄霉素   114 
氟哌啶醇  36–37, 42, 78, 82,  129, 

172, 258–259, 271, 344, 348, 
371, 383 

左美丙嗪  304, 387 
甲氧氯普胺 71, 73, 78–79, 103, 

230, 244, 289–290,  348, 378, 
380, 391 

甲硝唑  36, 40,  42, 66–67, 89, 
113, 116, 290, 391 

咪康唑  291, 366, 391 
咪达唑仑 41, 85, 95, 97, 101–102, 

125, 128, 172, 271, 292–293, 
319, 327, 344, 351, 354, 359–360, 
362, 371, 378, 380–381, 391– 
392, 397 

吗啡  vi, 39–41,  50, 52, 54–55, 
57, 60, 91, 97–98, 116, 125, 128, 
202–204,  213–214, 227, 229, 
234, 236, 240, 248–250,  260– 
261, 271, 285, 294–296, 298, 
309–310, 337–338, 343–344, 
346, 353, 359, 376, 380–382, 
384, 389–390, 392–393 

氦氧混合气  92, 98 
二氢吗啡酮 55, 260–261, 

343, 384 
丁溴东莨菪碱  58, 89, 262 
氢溴酸东莨菪碱  78, 172, 257, 

262–263, 344,  356, 383 
布洛芬  228, 239, 247, 264–266, 

300, 317, 346, 397 
吲哚美辛  239, 266, 300 
异丙托溴铵 91, 266, 330 
异烟肼  36 
卵叶车前 83 
伊曲康唑  36, 39, 114, 207, 273 
氯胺酮  267–268,  347, 384 
酮康唑  36, 113–114, 243 

纳络酮  53, 214, 286–287, 297– 
299, 393 

纳曲酮  286 
酮咯酸  239, 247, 266, 269–270, 300,         萘普生  239, 266, 299–301, 377 

氧化亚氮  244, 347, 381 
乳果糖  53, 83, 85, 271–272, 373, 385        制霉菌素   40, 67, 70, 301 

384–385 

兰索拉唑  73, 272–274, 386–387 
左美丙嗪  78, 82,  121, 125, 

奥曲肽  85, 95, 302 
奥氮平 303–305,  394–395 

129, 172, 271, 274, 276, 344, 348,     奥美拉唑  36, 38, 71, 73, 274, 305 
371, 387 枢丹  348 

利多卡因  71, 276–277, 387 
利诺卡因  91–92, 276, 387 
洛哌丁胺  39, 89, 279, 388 
劳拉西泮  57–58, 82,  101, 119, 125, 

280–281, 354, 383, 388,  397 
聚乙二醇  272, 281–282 
甘露醇  42, 83 

羟考酮 52, 54–55,  57, 231, 271, 
309–310, 343, 346, 381, 395 

帕米膦酸二钠  312, 396 
对乙酰氨基酚  50, 67, 228,  314, 316–
317, 

346, 384, 397 石蜡  117, 290,  385 
三聚乙醛 41, 101–102, 318, 351, 397 

甲地孕酮  66, 395 
褪黑素  282, 382,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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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巴比妥  35, 41, 沙丁胺醇 91, 329–330 
101–102, 207, 221, 287, 318–320,     塞纳  83, 85, 331, 373 
392, 397 赛特灵 36–37, 99 

苯妥英  35, 41, 101–102, 221, 287, 
318, 320–323, 397–398 

福尔可定  228–229 
磷酸盐 83, 85, 227, 229, 233–234, 

323, 398 

柠檬酸钠  332 
吡苯氧磺钠   83 
山梨醇 83, 210, 244, 332 
硫糖铝 274, 334–335 
替马西泮 335 

维生素K  341 
吡罗昔康  239, 247, 266, 270, 300 
泊洛沙姆  83, 226 

特比萘芬  114 
非过芬那定  36 
四苯喹嗪  106 

强的松龙  35, 68, 233 
普加巴林  41, 57, 395 
催乳素  304 

替扎尼定  106, 336, 363, 399 
曲马多  54–55, 337 
氨甲环酸 75–76, 95, 130, 338, 

360, 366, 399 异丙嗪  42, 78 
非那更  112, 324–325 
普萘洛尔  118 

苯海索  339–340,  399–400 
异丁嗪  388 

奎宁  36,  325–326, 398 
雷尼替丁  57, 70–71, 73, 326–327 
利福平  207, 287 

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恶唑 
36–37 

维拉帕米  36 
利培酮  327–328, 398 华法林  75, 207, 247, 300,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