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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护理知识和技能

第二节 护士职业防护

原“三、主要防护措施”

改“三、职业损伤主要防护措施”

第三节 医院和医院环境

三、病区

（二）病区的环境管理

1.物理环境

（7）安全

原“床档”

改“床防护栏”

第四节 入院和出院病人的护理

一、入院病人的护理

（一）住院处的护理

2.进行卫生处置

原“应送隔离室处置”

改“应安置到隔离病室”

第五节 卧位和安全的护理

（二）常用的卧位



3.半坐卧位

（2）适用范围

原“回心血量减少”

改“静脉回心血量减少”

第六节 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四、隔离技术

（四）隔离种类

1.严密隔离

原“非典型肺炎”

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第十二节 药物疗法和过敏试验法

二、口服给药法

（二）注意事项

3.根据药物性能

原“对胃黏膜有刺激的药物或助消化药”

改“对胃黏膜有刺激的药物”

第十四节 标本采集

二、各种标本采集方法

（一）静脉血标本采集法



1.静脉血标本的种类

原“（1）全血标本用于测定血液中某些物质的含量，如血糖、血氨、尿素氮等”

改“（1）全血标本：指抗凝血标本，主要用于测定血细胞计数和分类，形态学检查等。”

原“（3）血培养标本用于查找血液中的病原菌。”

改“（3）血培养标本：多用于培养检查血液中的病原菌。”

2.普通注射器采集静脉血标本

（2）操作方法

大变

3.真空采血器采集静脉血标本

大变

第二章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心律失常病人的护理

四、房室传导阻滞

增：“四、房室传导阻滞……仅适用于无心脏起搏条件的应急情况。”

第六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人的护理

二、急性心肌梗死

（七）健康教育

删：“总热量不宜过高的饮食”

第三章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消化性溃疡病人的护理

（四）治疗原则

原：“1.首先给予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 质子泵阻滞剂或胶体铋剂和 2 种抗菌药物如氨苄西

林、克拉霉素、甲硝唑等三联治疗，可使幽门螺杆菌根除率达 80%以上。”

改：“1.首先给予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 目前倡导的联合方案为含有铋剂的四联方案，即 1

种质子泵抑制剂（PPI）+2 种抗生素和 1 种剂。疗程 10～14 天。可使幽门螺杆菌根除率达

80%以上。”

第二十节 上消化道大量出血病人的护理

删：“7.根据病人文化水平及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慢性病人也应定期门诊随访。”

第四章 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肺炎病人的护理

原：“可由多种病原体、理化因素、过敏因素等引起”

改：“可由多种病原体、理化因素、免疫损伤等引起”

第四节 肺炎病人的护理

三、小儿肺炎病人的护理

（六）护理措施

原：“缺氧明显者可用面罩给氧，氧流量 2～4L/min，氧浓度不超过 40%，氧气应湿化，以

免损伤呼吸道黏膜。”

改：“缺氧明显者可用面罩给氧，氧流量 2～4L/min，氧浓度为 50%～60%，氧气应湿化，



以免损伤呼吸道黏膜。”

第八节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病人的护理

三、辅助检查

1.X 线检查

原：“除肺、胸基础疾病急性肺部感染的特征外”

改：“除肺、胸基础疾病的特征外”

5.超声心动图检查

原：“测定右室流出道内径≥30mm，右心室内径≥20mm，右心室前壁厚度”

改：“测定右室流出道内径≥30mm，右心室内径≥20mm，右心室前壁厚度≥5mm”

第五章 传染病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麻疹病人的护理

二、临床表现

2.前驱期（出疹前期）

原：第一臼牙

改：第一磨牙

第五节 流行性腮腺炎病人的护理

一、病因、发病机制及流行病学

原：自腮腺肿大前 1 天至消肿后 3 天均具传染性。

好发于 5～15 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无免疫力的成人亦可发病。

改：腮腺肿大前 7 天至肿大后 2 周时间内，可从唾液中分离出病毒，此时病人具有高度传



染性。

好发于 1～15 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无免疫力的成人亦可发病。

二、临床表现

原：潜伏期 14～25 天。

改：潜伏期 8～30 天。

原：前驱期很短，可有低热、头痛、乏力、纳差等。

改：大部分病人无前驱症状,部分病人有发热、头痛、乏力、食欲缺乏等。

原：2～3 天内波及对侧

改：1～4 天内波及对侧

原：腮腺肿大 3～5 天达高峰，1 周左右逐渐消退。

改：腮腺肿大 2～3 天达高峰，持续 4～5 天后逐渐消退。

第七节 艾滋病病人的护理

二、临床表现

1.急性期

原：通常发生在初次感染 HIV 的 2～4 周左右。

改：通常发生在初次感染 HIV 的 2～4 周。

第七章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妊娠期妇女的护理

五、产前检查

（二）身体评估

2.产科检查

原：肩先露时,胎心音在脐部下方听得最清楚。



改：肩先露时,胎心音在脐部下方。

第八章 新生儿和新生儿疾病的护理

第六节 新生儿黄疸的护理

二、新生儿黄疸的分类

2.生理性黄疸

原：每小时＞8.5μmol/L(5mg/dl)

改：每小时＞8.5μmol/L(0.5mg/dl)

第九章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肾小球肾炎病人的护理

一、急性肾小球肾炎

（一）病因

原：β-溶血性链球菌

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四）治疗原则

原：急性期症状明显者通常需卧床休息 4～6 周

改：急性期应卧床休息

（六）护理措施

1.休息

原：急性期需卧床 2～3 周

改：急性期症状明显者通常需卧床休息 4～6 周

第三节 肾病综合征病人的护理

二、临床表现



（一）水肿

原：水肿多从下肢部位开始，呈可凹性、对称性，严重时出现腹腔积液及双侧腹腔积液。

改：水肿多从下肢部位开始，呈可凹性、对称性，严重时出现腹水。

第十节 外阴炎病人的护理

四、治疗原则

2.局部治疗

原：使用 1%聚维酮碘液和 1:5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坐浴

改：使用 0.1%聚维酮碘液和 1:5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坐浴

六、护理措施

（二）疾病护理

1.治疗指导

原：局部使用 1%聚维酮碘液和 1:5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坐浴

改：局部使用 0.1%聚维酮碘液和 1:5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坐浴

第十四章 血液、造血器官及免疫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缺铁性贫血病人的护理

原：血红蛋白达正常水平后，再继续服用铁剂 6～8 周

改：血红蛋白达正常水平后，再继续服用铁剂 4～6 个月

第十五章 内分泌、营养及代谢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六节 糖尿病病人的护理

原：(5)膜岛素常用皮下注射法，宜选择皮肤疏松部位，如上臂的前外侧、前内侧、大腿内



侧等部位。若病人自己注射大腿内侧和腹部最方便。

改：(5)胰岛素采用皮下注射时,宜选择皮肤疏松部位,如上臂三角肌、臀大肌、大腿前侧、腹

部等。腹部吸收胰岛素最快，其次分别为上臂、大腿和臀部。尽量每天同一时间在同一部位

注射，并进行腹部、上臂、大腿外侧和臀部的“大轮换”，如餐时注射在腹部，晚上注射在

上臂等。

第十七章 生命发展保健

第三节 生长发育

三、体格生长常用指标及测量方法

身长体重公式大变

第十九章 法规与护理管理

第一节 与护士执业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

2.护士执业注册的基本条件

3.护士执业注册的申请与管理

大变

第二节 与护士临床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新增描述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新增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替换原《侵权责任法》

第四节 临床护理工作组织结构

二、护理工作模式

部分用词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