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及看护者教育

如何使用 2% CHG 湿巾沐浴
本信息说明了在住院期间如何使用 2% CHG（葡萄糖酸氯己定）湿巾对您的皮肤
进行清洁。在本文中，“您”和“您的”均指您或您的孩子。
癌症治疗期间，您的身体很难对抗感染。如果您使用中心静脉导管 (CVC)，如
植入式输液港 (MediPort®)、隧道式胸腔导管或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ICC)，您发生严重血液感染的风险更高。住院期间每天使用 2% CHG 湿巾沐
浴，将有助于降低您发生血液感染的风险。

关于 2% CHG 湿巾的使用
CHG 是一种可杀死细菌并阻止其生长的液体。2% CHG 湿巾是由 CHG 和水组成
的消毒湿巾。每片湿巾您仅能使用一次，然后须将其丢弃。
如果您属于以下人员，那么使用 2% CHG 湿巾是不安全的：
●● 2 个月以下儿童。
●● 对 CHG 过敏者。
●● 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患者。
●● 正在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您可以在完成放射治疗 7 天后开始使用 2% CHG 湿
巾进行沐浴。您可以在完成放射治疗 7 天后开始使用 2% CHG 湿巾进行沐浴。
●● 正在接受塞替派化疗 (Tepadina®) 的患者。
如果您属于以上人员，请不要使用 2% CHG 湿巾清洁您的皮肤。您的护士会为您
提供另外一种类型的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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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皮肤出现刺激感（如发红、发痒或灼伤）或出现皮疹，请停止使用
2% CHG 湿巾，并告知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如何使用 2% CHG 湿巾沐浴
●● 您需要每天使用 2% CHG 湿巾清洁您的皮肤。
●● 2% CHG 湿巾可以在特殊加热器中进行加温。如果您想对湿巾进行加温，
请寻求护士的帮助。切勿使用微波炉对湿巾进行加温。
●● 如果您有需要，在使用 2% CHG 湿巾前，您可以先用肥皂和温水进行沐浴。
然后使用清洁毛巾完全擦干身体。
●● 请勿使用 2% CHG 湿巾清洁粪便、尿液或其他液体。如果您的孩子穿着尿布，
在使用 2% CHG 湿巾之前，请您按照您通常使用的方法（如，用婴儿湿巾）
清洁并干燥孩子的屁股。

需要使用多少湿巾
湿巾使用的数量将取决于您的体重。您的护士会告知您应该使用多少湿巾，并
提供给您正确数量的湿巾。勾选以下其中一个选项，以帮助您记忆。勾选以下
其中一个选项，以帮助您记忆。
如果您的体重低于 22 磅（10 公斤），则使用 2 块湿巾。
如果您的体重为 22-66 磅（10-30 公斤），则使用 4 块湿巾。
如果您的体重超过 66 磅（30 公斤），则使用 6 块湿巾。

湿巾的使用说明
●● 请勿将本湿巾用于您的脸部或头部。
●● 请勿将本湿巾用于您的肛门或生殖器部位（阴道区域
或阴茎尖端）。
●● 如果您会用手接触口腔，请勿将本湿巾用于您的手部。
●● 请勿在皮肤破损、开放性伤口或切口（手术切口）
部位使用本湿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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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湿巾将取决于您使用的数量。您的护士会向您展示应该如何使用。
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1. 请用肥皂和温水或含酒精的洗手液洗手。
2. 然
 后使用 2% CHG 湿巾擦拭您的皮肤。采用环形移动或者前后移动的方式进
行擦拭。从靠近您头部开始擦拭，然后慢慢向脚的方向移动。
如果您的体重低于 22 磅（10 公斤），
请使用 2 块湿巾（见图 1 ）。
1. 请
 使用第一块湿巾擦拭您的颈部、
肩部、胸部、腹部、背部、手臂和手。
如果您会用手接触口腔，请勿用本湿
巾擦拭双手。
2. 请
 使用第二块湿巾擦拭您的腿部、脚
部、臀部和腹股沟。请确保擦拭大腿
和腹股沟之间的皮肤褶皱区域。擦拭
时请避开肛门和生殖器部位。
如果您的体重为 22-66 磅（10-30 公斤），
则使用 4 块湿巾。（见图 2）。

图 1. 如果您的体重低于
22 磅（10 公斤），则使用
2 块湿巾

1. 请
 使用第一块湿巾擦拭您的颈部、
胸部、腹部和腹股沟。请确保擦拭
大腿和腹股沟之间的皮肤褶皱区域。
擦拭时请避开生殖器部位。
2. 请
 使用第二块湿巾擦拭您的肩部、
手臂和双手。如果您会用手接触口
腔，请勿使用本湿巾擦拭双手。
3. 请
 使用第三块湿巾擦拭您的背部和
臀部。擦拭时请避开肛门。
4. 请
 使用第四块湿巾擦拭您的腿部和
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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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体重超过 66 磅（ 30 公斤），则使用 6 块湿巾。（见图 1 ）。
1. 请
 使用第一块湿巾擦拭您的颈部、
胸部、腹部和腹股沟。请确保擦拭
大腿和腹股沟之间的皮肤褶皱区域。
擦拭时请避开生殖器部位。
2. 请
 使用第二块湿巾擦拭您的左肩、
手臂和双手。如果您要用手接触
口腔，请勿使用本湿巾擦拭双手。
3. 请
 使用第三块湿巾擦拭您的右肩、
手臂和双手。如果您会用手接触
口腔，请勿使用本湿巾擦拭双手。
4. 请使用第四块湿巾擦拭您的左腿和
左脚。
5. 请
 使用第五块湿巾擦拭您的右腿和
右脚。
6. 请
 使用第六块湿巾擦拭您的背部和
臀部。擦拭时请避开肛门。

图 3. 如果您的体重超过
66 磅（ 30 公斤），
则使用 6 块湿巾。

3. 让皮肤自然晾干。请勿使用毛巾擦干皮肤。

◦ 皮肤干燥可能会需要最多两分钟。
◦ 干燥后您可能会感觉皮肤发黏。这是源于湿巾上的洗剂。当皮肤干燥后，
这种发粘的感觉会逐渐消失。当皮肤干燥后，这种发粘的感觉会逐渐
消失。

◦ 请检查颈部或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褶皱。确保这些部位的皮肤已干燥。
4. 请
 将使用过的 2% CHG 湿巾丢弃至垃圾桶。请勿将本湿巾冲入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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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 CHG 湿巾之后如何操作
●● 请穿上干净的衣服。
●● 在更换好床单之前，请不要上床。您的护士或护理助理会帮您更换床单。
●● 如果您在使用完湿巾后需要清洁皮肤或涂抹乳液，请向您的护士询问您可以
使用哪些产品。请勿使用除护士提供给您的产品以外的任何其他产品。这包
括除臭剂和肥皂。这包括除臭剂和肥皂。在使用 CHG 的基础上使用任何其
他产品，会导致 CHG 失效。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您的医疗团队成员。如果您是 MSK 斯隆
的患者，并需要在 5:00 PM 之后、周末或节假日联系医务人员，请您致电
212-639-2000。
有关更多的资源，请您访问 www.mskcc.org/pe，在我们虚拟图书馆中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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