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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尿潴留尿袋更换间隔时间探讨

王　丽

[ 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尿潴留科学的尿袋更换间隔时间。方法:选择内分泌科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尿潴留留

置导尿患者 42 例,分观察组与对照组, 以不同间隔时间更换尿袋, 追踪监测尿培养, 对出现尿培养阳性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观察组 1 周内的尿培养阳性率为 0.0%, 对照组为 23.8%( P >0.05) ;观察组 10 天为 9.5%, 对照组为 71.4%( P <

0.005) , 表明每天更换尿袋比每周更换尿袋尿培养阳性率高。结论:临床上尿袋更换间隔时间以 1 周 1 次较为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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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尿管伴随性尿路感染( UTIC)是一种常见的

医院内感染[ 1] 。U TIC 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其

中导尿管与尿袋连接部分反复分开 、连接不密闭是
导致 U TIC 的重要环节[ 2] , 因此,宜严格掌握更换

尿袋的间隔时间, 减少反复打开连接部分的次数 。

目前, 更换尿袋的间隔时间在教科书及各类杂志上

不完全一样。本文对 42例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尿

潴留留置导尿患者进行临床观察,通过探讨不同间

隔时间更换尿袋与尿路感染的相关性, 探讨科学的

尿袋更换间隔时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3年 4月 ～ 2004 年 6 月

收住内分泌科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尿潴留留置导尿

患者 42例,其中男 13例,女 29例;年龄 50 ～ 86岁 。
根据住院号末尾数字的奇偶性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

照组。观察组 21例,男 7 例, 女 14例, 留置导尿时

间 7 ～ 32天 。对照组 21例,男 6例, 女 15例,留置

导尿时间 7 ～ 27天 。所有病例均为 2 型糖尿病患

者,排除原发性尿路感染 、免疫缺陷疾病及外阴部感

染性疾病,均采用一次性使用引流袋。

1.2　方法　选择马来西亚生产(进) 18ch/ Fr 30/ml

双腔气囊乳胶导尿管, 患者入院后根据本实验设计

要求,按护理操作规范予留置导尿,并留取尿液送检

尿细菌培养 。观察组患者每周更换尿袋 1 次, 在一

般护理记录单上记录。对照组患者每日更换尿袋

1次 。两组患者均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护士按医院感
染要求更换尿袋,更换前洗手,于导尿管分叉处将其

反折,把尿管与尿袋分开, 用 2%碘酊消毒尿管内

腔, 75%乙醇脱碘,待干后接尿袋, 并妥善固定 。每

日晨间护理时女患者用 0.1%苯扎溴铵予会阴擦
洗,男患者用 0.1%苯扎溴铵消毒尿道口,晚间护理

时指导患者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会阴部, 保持局部清

洁卫生 。根据尿培养时间,用 2%碘酊和 75%乙醇

消毒导尿管分叉上缘处, 采取无菌操作技术抽吸

10 ml尿液立即送检尿培养 。培养时间:第 1 周

2次, 1周以上每日 1次, 至出现有细菌生长停止尿

培养。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和χ
2
检验 。

2　结果

　　两组患者留置导尿时间及不同时间尿培养结果

见表 1。

　表 1　两组留置导尿时间和不同间隔时间更换尿袋尿培

养结果比较

分组 n 1周内尿培养阳性 10天尿培养阳性

观察组 21 0 2

对照组 21 5 15

合计 42 5 17

χ2 — 3.63 16.7■

P — >0.05 <0.005

　　■示 t 值

3　讨论

　　糖尿病性神经性膀胱是糖尿病致支配膀胱的植

物神经受损所引起的膀胱功能障碍, 早期症状隐匿,

病情发展可因排尿困难出现尿潴留, 不仅给患者带

来不便,也使尿糖测值不能准确反映药物治疗效果,

而且可导致泌尿系统感染, 加重病情 。近年来我科

除采用综合治疗外,还采用留置导尿治疗,以恢复糖

尿病患者自主膀胱功能 。而留置导尿是引起菌尿的

主要原因[ 3] 。

正常情况下, 泌尿系是一个无菌环境,导尿管长

期留置于尿道内, 破坏了膀胱对细菌的机械防御,影

响了膀胱对细菌的冲刷作用,细菌可以通过导管腔

入侵上行引起膀胱内感染,如果尿道闭合系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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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细菌沿尿道逆行到膀胱提供一个途径, 因此确

保导尿管-引流管连接处完全密闭,减少更换尿袋

次数,是降低尿路感染率的主要手段。

临床上各个医院 、甚至各个病区更换尿袋间隔
时间亦不统一(每周更换 1次, 3 天更换 1次, 每天

更换 1次) 。在本组实验中, 1周以内的尿培养对照

组阳性率为 23.8%, 观察组为 0.0%( P >0.05) 。

10天尿培养对照组阳性率为 71.4%, 治疗组为 9.
5%( P <0.005) 。由此显示频繁更换尿袋只能造成

密闭系统的开放,增加感染的机会,同时也增加护士

的劳动强度和卫生资源浪费 。根据观察及比较结

果,科学的尿袋更换间隔时间是每周 1次。
更换尿袋减少 UTIC 的干预措施:( 1) 每周更

换尿袋 1次;( 2) 严格无菌技术操作;( 3) 保持一个

无菌密闭的引流系统, 若导尿管有堵塞就应立即更

换导尿管和尿袋;( 4) 鼓励患者多饮水增加尿量,达

到稀释尿液 、冲洗膀胱 、利于引流的作用, 减少细菌

进入尿道的机会[ 4] ;( 5)做好健康宣教工作, 交待患

者及家属,如在翻身或活动时尿袋与导尿管衔接处

脱离,必须严格消毒后才能连接,并更换尿袋。任何

时候均保持尿袋位于膀胱平面以下, 防止尿液从尿

袋中返流回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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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穿刺术的护理体会

郭荣贞

[ 摘要] 目的:总结微创穿刺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护理体会。方法:术前做好心理护理, 术后加强基础护理,积极防治并发症,

保持引流管通畅,严格控制血压, 了解药物的性质及作用。 结果:治疗 32 例, 存活 24 例, 死亡 8 例。无一例护理并发症。 结

论:微创穿刺术操作简便, 对高血压脑出血有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术前 、术后积极护理是治疗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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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脑出血是指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出血, 是

脑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急症。本病常发生于 40 岁

以上的中老年人,大多数有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病史,

多因情绪激动 、突然用力而诱发[ 1] 。主要特征为突

然头痛 、呕吐 、偏瘫 、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等。发病

后多处于昏迷状态, 病死率高,幸存者多遗留偏瘫 、

失语 、痴呆等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并发症多,单纯

药物治疗不能令人满意[ 2] 。2001年 12月 ～ 2003年

12月, 我院内科开展高血压脑出血微创血肿穿刺

术
[ 3]
治疗 32例,取得一定的疗效,在护理方面有一

定的经验,现作报道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2例, 男 18例, 女 14 例;年

龄 40 ～ 72岁 。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CT 诊断 。脑叶

出血 6例, 基底核区出血 18例,丘脑出血 8 例。其

中基底核区 9例,丘脑 6例均破入脑室,形成侧脑室

铸形。入院时浅昏迷 6例,中度昏迷 16 例, 深度昏

迷 10例 。

1.2　方法　根据 CT 定位头皮穿刺点 、方向 、深度,

并避开大血管及功能区, 常规外科消毒辅巾及局部

麻醉,使用 YL-I型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 向颅内血

肿中心穿刺 。取下针芯, 缓慢抽吸。抽出血液后向

血肿内注射尿激酶,夹管 4 h 后开放引流。头颅 CT

复查血肿完全消失时拔管。

1.3　结果　32例中住院期间死亡 8例,其中 4例

死于再出血脑疝形成, 4例因手术时已形成脑疝。

余 24例均恢复出院。

2　护理

2.1　术前护理　密切观察体温 、脉搏 、呼吸 、血压 、

瞳孔 、神志等 。脑出血患者在昏迷状态生命体征改

变较大 。如持续高热, 呼吸急速,血压波动大,瞳孔

时大时小 、双侧不等大等圆 、对光反射消失等,提示

患者在短时间内可能死亡,应及时手术或已没有手

术机会, 应及时汇报医师 。浅昏迷患者如有躁动不

安,要尽快制动,寻找原因。用地西泮或苯巴比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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