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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用于便携式弹性输液泵的效果分析 

宋 迪 ，杨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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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护理干预措施在一次性便携式弹性输液泵应用中的临床效果。方法：观察组 30例，每天注药 ，每 3 h观察测 

量，记录泵柱的长度 ，计算剩余药量 ，酌情采取护理措施 ；对照组 30例一次性注入所需药物 ，给予常规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泵 

注完成的准确性及用药后的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在泵注时间准确性以及用药所致静脉炎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O1和 

P<0．05)。结论：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使药物能安全 、匀速 、准确地进入体内，减少 了用药后的不 良反应，提高了患者满 

意度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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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ortable flexible infusion pump application 

SONG Di，YANG Gui—li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ne—time portable flexible infusion pump application．Methods： 

The observe group(30 cases)were treated with a daily injection；the length of the pump column was observed，measured and recorded 

every 3 hours；the remaining amount of drugs was calculated，and appropriate nursing care was given．The control group(30 cases)were 

treated with a one—time injection and given the routine nursing care．The accuracy of pump infusion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The infusion time was more accurate and there was less phlebitis caused by 

medication in the observe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P<0．01 and P<0．05)．Conclusions：By taking positive and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drugs can be safely，uniformly and accurately injected into the body，which may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treatment and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degree．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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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尿嘧啶作为胃肠道肿瘤化疗的主要药物之 
一

，在临床上广为应用，其在体 内的半衰期为20～ 

30 min，为周期特异性药物，故具有时间依赖性 ，长 

时期使用效果优于短时间应用 -̈21。传统的静脉滴 

注给药方法尚不满意，现临床上普遍使用一次性弹 

性输液泵输注氟尿嘧啶 J。在使用中我们发现弹 

性泵并不能匀速、按时地将药液注人体内，针对这一 

现象，2006年 3月至2009年3月，我们选择60例使 

用一次性便携式弹性输液泵者进行观察对比研究， 

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接受持续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 

60例，男38例，女22例；年龄32～73岁。KPS评分 

／>60分。其 中食管癌 18例，胃癌 12例，贲 门癌 

10例，直肠癌 7例，结肠癌 13例；均经病理学或细 

胞学诊断。其中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ICC)7例，其 

余均采取上肢静脉行留置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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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材料 美国百特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2C1009K 

的 Baxter化疗泵，容量为240 ml，流速为2 ml／h。德 

国贝朗公司的 16G PICC导管，管长 45 em。美国 

BD公司的24G留置针，3M公司的6～7 cm 的无菌 

敷贴，常规静脉输液用物。 

1．3 方法 

1．3．1 治疗方法 化疗前常规检查血常规、肝肾功 

能，无化疗禁忌证。方案：OLF(奥沙利铂 +亚叶酸 

钙 +氟尿嘧啶)28例，DLF(顺铂 +亚叶酸钙 +氟尿 

嘧啶)15例，氟尿嘧啶单药 17例；持续化疗 48 h 

12例，t20 h 48例。 

1．3．2 护理干预方法 观察组 30例，每天注药，每 

3 h观察测量，记录泵柱的长度，计算剩余药量，酌 

情采取护理措施；对照组 30例一次性注入所需药 

物，给予常规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泵注完成的准确 

性及用药后的不良反应。 

1．3．3 评价方法 灌注时问准确性评价以灌注完 

成时间划分，持续灌注时问在 115—125 h为准确， 

<1 15 h为提前，>125 h为延迟 。持续灌注48 h 

者，灌注时间在 46～50 h为准确，<46 h为提前， 

>50 h为延迟。不良反应分度参照 WHO抗癌药物 

不良反应的分度标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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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护 理 

1．4．1 合理选择和使用静脉 对于 PICC置管患 

者，将泵直接接人连接处，需要使用外周静脉穿刺 

者，必须选择粗直弹性好且避开关节和静脉瓣处使 

用。使用美国BD公司 24G留置针进行穿刺，留置 

时间不超过72 h，如果发现穿刺点红肿伴或不伴有 

疼痛不适，均须立即使用生理盐水冲管后拔除留置 

针，更换部位重新穿刺，红肿部位根据情况酌情处 

理。每天常规补液均须重新建立静脉通路。 

1．4．2 每天注药，防止堵管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向 

泵内注入药物，根据剩余药量，酌情调整生理盐水用 

量。因注药时须暂时关闭静脉通路，易导致静脉回 

血，加之泵注药物的速度非常缓慢，增加了回血致堵 

管的机会，针对上述情况，用50 u／ml的肝素钠生理 

盐水 5 ml注入静脉，有效地预防回血致堵管。 

1．4．3 加强巡视，合理测量 根据护理级别按时巡 

视病房，自泵注开始，每 3 h进行一次外测量，从而 

正确计算剩余药量，确保药物匀速、安全、准确地进 

人体内。 

1．4．d 健康宣教 告知患者弹性泵的工作原理以 

及持续滴注药物的优点，使患者在心理上接受；在治 

疗期间嘱患者弹性泵不得低于穿刺点平面，穿刺侧 

上肢避免长时间下垂，保持穿刺点周围皮肤清洁，防 

止感染。活动和休息时防止延长管扭曲受压，保持 

管路通畅，告知测量的时间点及 目的，取得患者的 

配合。 

1．4．5 不 良反应的护理 

1．4．5．1 静脉炎 在泵注过程中应密切观察局部 

静脉的周围情况，经常询问患者，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因氟尿嘧啶的长期持续应用，两组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的静脉炎发生，一旦发现，立即给予生理盐水 

+地塞米松 5 mg静脉推注后拔出留置针，重新选择 

静脉进行穿刺。对于疼痛局部用浸有 12．5％硫酸 

镁的湿纱布覆盖，给予保鲜膜包裹，减慢水分流失的 

速度，最大限度地达到药效。两组共有 9例 I度静 

脉炎于对症处理后，2～3天后局部疼痛与红肿明显 

缓解；对照组 4例 Ⅱ度者，于4～5天后症状缓解 ，但 

静脉仍呈条索状，弹性差。 

1．4．5．2 口腔炎 化疗期间嘱患者多饮水，保持口 

腔清洁湿润及正常功能；同时也可以减少肾脏毒性， 

加快药物的毒性排泄。指导漱口方法：起床后，临睡 

前，每次进食后，每次呕吐后用温开水或外用生理盐 

水含漱 2～3 min，可以预防口腔感染和并发症的发 

生。避免进食过冷、过热、过成、辛辣的食物，食物应 

做到细、软、烂、温凉，不要进食干性或黏性食物，尽 

量减少对口腔黏膜的刺激。对口腔炎引起的疼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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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局麻药含漱或涂抹局部，尽可能在饭前应用，能 

有效缓解疼痛，保证顺利进餐。如口腔炎继发感染， 

应针对感染源给予相应治疗。 

1．4．5．3 胃肠道反应 表现为恶心、呕吐及腹泻。 

按时应用镇吐剂；保持空气流通；针对患者口味选择 

食物，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少食多餐；发生呕吐后及 

时清理污染物，避免恶性刺激加重症状。保持肛周 

皮肤黏膜完整，便后温水清洗，必要时给予止泻剂应 

用及静脉用药。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灌注时间准确性比较 观察组灌注时间 

准确 80．0％，提前 13．3％，延迟 6．7％。对照组灌 

注时间准确 40．0％，提前 20．0％，延迟 40．0％。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灌注时间准确性比较(n) 

2．2 两组化疗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发生口腔炎 

6．7％，对照组 2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发生恶心、呕吐、腹泻等 胃肠道反应，观察 

组为 3．3％，对照组为 20．O％，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发生 I度静脉炎 】0．0％，对照 

组发生 I度静脉炎 20．0％，11度静脉炎 13．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化疗不良反应比较 (n) 

分组 n 口腔炎 
1 之 U 儿 

观察组 

对照组 

合计 

P 

30 2 

30 7 

60 9 

—  2．O9 

一  >O．05 

1 

6 

7 

2．59 

>O．O5 

27 3 0 

20 6 4 

47 9 4 

2．27△ 

<0．05 

△示 M 值 

3 讨论 

便携式输液泵是一种设定容量，以连续的方式 

为患者输注药物的装置。它由2层弹性膜构成，内 

层为特殊的多聚体，外层为乳胶。其工作原理是弹 

性膜充满药液时形成球囊并产生正压，由流速控制 

器和弹性回缩力共同决定流速。在临床工作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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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流速有所变动。 

3．1 静脉的合理使用 氟尿嘧啶具有细胞毒性， 

pH值为9．2，渗透压高，为 650 mmol／L，持续输注方 

式药物浓度高，随着时间延 长使药物与局部组织接 

触时问延长，可损坏血管内膜，致使静脉壁有不同程 

度的炎性改变。因此在选择静脉时必须小心谨慎， 

因考虑到药物对静脉的刺激，留置针最多保留3天， 

必须重新更换血管进行穿刺；同时做好对患者的健 

康宣教，指导并教会患者一旦穿刺点有不适症状，立 

即告知值班护士，给予相应处理，囚穿刺点局部出现 

红肿疼痛等不适会直接导致流速减慢。同时为确保 

泵的流速，每天的常规补液均须重新建立静脉通路。 

3．2 泵内剩余药量的计算 输液泵的特殊结构致 

使从外观无法正确判断剩余药量，而且弹性泵为封 

闭状态的硅胶球囊，药液借助硅胶的弹力收缩以一一 

定的速度缓慢输注，不能设置流速及时间。我们从 

临床观察发现，输注早期的流速较中后期的快，反映 

了弹性泵的硅胶球囊弹性 回缩力与使用时间有关。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观察组每天在固定的N~I~J向泵 

内加入药物，加药前将泵内剩余药量抽出，以便及叫 

调整当日的生理盐水用量，同时每 3 h进行 1次外 

测量，并在护理记录单上详细记录，通过调整输液泵 

的高度来控制流速，并检查穿刺点局部，询问患者， 

适当处理。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3．3 防止回血堵塞 因弹性泵的流速非常缓慢，在 

注药及更换接头时出现留置针近心端有少量回血， 

用50 u／ml的肝素钠生理盐水 5 ml推入静脉以防止 

堵塞。肝素可降低血液黏滞性，加速血流速度，还可 

以拮抗补体，降低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减少药物 

对静脉的刺激，从而避免或减少静脉炎的发生。临 

床上应用小剂量肝素(≤1 mg·kg～·d )，对凝血 

现象无影响，不必进行凝血象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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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点测量的优点 传统的护理方法采取一次 

性注药，药量较多，时程较长，跟踪观察时无法正确 

计算剩余药量，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直接致使给药时 

问不准确，速度不均匀，不良反应增加。而采取积极 

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后，能随时知道剩余量，计算给 

药时间，保证药物在规定的时间内注入体内。通过 

每天多次的测量巡视观察 ，可以更多地了解患者在 

用药期间出现的不 良反应及不适主诉，给予对症处 

理及心理支持，帮助患者积极地配合各项治疗护理， 

同时也进一步地融洽了护患关系。因为采取每天注 

药，所以较泵的最大容量距离较大，致使泵的弹性回 

缩力得到了很大的保护，延长了泵的使用时间，确保 

了泵的流速 。 

我们通过上述措施，药物能确保在指定的时间 

以均匀、持续的速度注入体内，最大程度地减轻了化 

疗药物所致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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