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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NP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深化整体护理 

的医疗护理工作模式，是患者在住院期间针对特定 

的患者群体，以时间为横轴，以人院指导、检查、用 

药、治疗、护理、技能指导、出院计划等理想护理手段 

为纵轴，制定一个日程计划表，并对各项护理目标进 

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与记录。其作为护理管理的新模 

式，通过制定和实施，使医护人员达成共识，规范了 

诊疗护理行为 ，充分满足了患者的知情权 ，提高 

了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对我国的护理管 

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表2可以看出，CNP的实施可以使护理缺陷 

的发生率降到最低。CNP的实施规范 了护理行 

为 ，使护士对要做的事情一 目了然，路径内容的 

制定使护士有序、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避免了 

由于工作繁忙导致对患儿的护理出现疏忽，同时也 

避免了由于护士的个人水平和能力等问题造成的护 

理缺陷甚至差错。 

CNP可以提高护理质量。护士每天按照护理 

路径内容对患儿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充分体现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 旨。在 CNP实施过程中，护 

士是主动、有计划和预见性地进行护理工作，不再是 

被动、机械地执行医嘱，这种以主动护理取代被动护 

理的转变，培养了护士的成就感和自律性，提高了护 

士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J，有效地保证了为患儿提 

供及时、高质量的护理 。 

由表 1可以看出，CNP可以大大提高护理满意 

度。在护理活动中，常由于护患双方沟通不到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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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各种纠纷，从而影响了护理质量及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 j。通过 CNP的实施，促进了护士与患儿及 

家长的沟通交流，使其感觉到护士的关心和帮助，融 

洽了护患关系，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减少了护患纠纷。 

CNP使健康教育更加规范化、具体化。针对患 

儿及家长对腰穿检查存在的恐惧心理，护士告之其 

检查的目的、意义、注意事项及配合要点，并把检查 

结果主动及时地反馈给患儿及家长，告之疾病的治 

疗、进展和转归，满足患儿及家长的心理需求，提高 

了患儿及家长的遵医行为，同时也提高了护士的健 

康教育能力和专业水平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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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的应用 

田 静，王银娥，侯 丽 

[摘要]目的：探讨循证护理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的应用。方法：对40例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应用循证护理，从 医 

务人员的培训、选择适当的置管部位、皮肤消毒剂的选择及消毒程序、导管的固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临床实践。结果：运用循证 

护理进行实践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降低。结论：应用循证护理指导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 ，促进 了 

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在实践的综合应用，降低了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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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 nursing，EBN)直译为 

“以证据为基础的护理”，指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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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有的最好的科学证据对患者实施的护理⋯。 

目前，EBN正在成为现代护理发展的方向，被逐步 

应用于护理实践中。2009年 1月至2010年 1月，我 

院将 EBN应用于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中， 

收到良好效果，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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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0例，男 29例，女 11例；年 

龄48～85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0例，肺癌晚期 

8例，冠心病、心力衰竭2例，多发伤 10例。20例采 

用锁骨下静脉置管，15例采用颈内静脉置管，5例采 

用股静脉置管。 

1．2 方法 循证护理包括 5个步骤 。 

1．2．1 确定临床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临床 

工作中发现，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后，如果护理不当， 

容易发生感染，延长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时问并增加 

患者住院费用。本组问题为如何预防中心静脉导管 

相关性感染。 

1．2．2 将精确的问题作为文献检索的基础，确认相 

关的研究证据 针对 1．2．1中所提出的问题，系统 

地查询国内外关于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方 

面的文献。中心静脉导管性感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预防：(1)医务人员质量控制和持续培训。为了 

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确保护理人员的数 

量及技术水平非常重要 ，可行的、周密的预防规 

范和医务人员的培训至关重要。内容包括留置中心 

静脉的适应证、规范的插管操作、严格的无菌技术、 

置管后的规范化护理等。定期对所有的相关医务人 

员进行考核，评估知识掌握和标准执行情况。(2) 

选择适当的插管部位。临床上常用的中心静脉有股 

静脉、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罗来敏等 研究发 

现，股静脉置管感染率为 19．6％，明显高于颈内静 

脉置管的8．9％。赵宗河等 研究发现，锁骨下静 

脉一针穿刺成功率为94．1％，显著高于颈内静脉穿 

刺的80．0％，且无误穿动脉、气胸等并发症；锁骨下 

静脉发生创面渗血乃至感染及导管堵塞为 1．5％， 

颈内静脉置管为 10％。我们临床实践中亦发现锁 

骨下静脉置管一次穿刺成功率较高。(3)严格的无 

菌操作。中心静脉置管时，以往的无菌操作标准是 

戴无菌手套、铺小无菌治疗 巾。胡洁 研究认为， 

插管时实施更标准的无菌操作，戴口罩、帽子，聚维 

酮碘消毒双手，戴无菌手套、穿无菌手术衣、铺大无 

菌单，可显著降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 

率。(4)皮肤消毒。临床上观察2％碘酒消毒皮肤 

待干时问为 13～18 S。张阿娜等 通过对待干组与 

不待干组的细菌学调查表明，要保持消毒效果的可 

靠性，一定要遵守化学消毒剂的使用原则，正确使用 

消毒剂。2％碘酒用于皮肤消毒要待干后才能用 

75％乙醇脱碘，但脱碘后的杀菌效果会降低。谷沫 

丽等 研究显示，安尔碘消毒剂其有效碘分子缓慢 

释放，具有 6 h以上的持续杀菌作用，效果优于碘 

酒。戴德群 观察显示，聚维酮碘与安尔碘对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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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率平均为 99．97％，多数消毒后采样达到无菌 

生长，消毒效果可靠。但聚维酮碘比安尔碘价格低 

得多，两种消毒剂价格差异较大。聚维酮碘更适合 

用于注射时的皮肤消毒。皮肤消毒程序常规是顺时 

针消毒穿刺处皮肤，但蔡玉兰等 发现，标准换药 

程序是先用 75％乙醇顺时针消毒静脉穿刺 口及周 

围皮肤，再逆时针消毒 1次，然后再顺时针消毒后用 

0．5聚维酮碘与75％乙醇以相同的方法消毒相同的 

部位。(5)中心静脉导管的固定。传统中心静脉导 

管的固定方法均为缝合固定法，一般需缝合 2～4 

针，但此方法既增加患者的痛苦又限制患者的活动， 

且导管留置时间略长，缝合局部易出现缝线反应而 

使缝线脱落造成导管脱出。邹春毅等 。̈。采用双面 

贴膜折叠式固定法不仅可将导管固定牢靠，而且将 

插入处完全封闭，避免了局部感染的危险，减少了患 

者痛苦。 

1．2．3 批判性评价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用 EBN指导临床实践，将科研结果与临床专业知 

识、获得的实证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做出护理计划。 

通过临床观察与应用，对循证依据进行验证。将上 

述评审所获得的有关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 

的临床应用知识，结合本地区患者情况，推荐的做法 

是：(1)对全科护理人员进行有关中心静脉导管相 

关性感染的原因、如何有效预防进行培训，并定期考 

核；(2)中心静脉置管首选锁骨下静脉，其次是颈内 

静脉，尽量不选股静脉；(3)中心静脉置管时戴 口 

罩、帽子，聚维酮碘消毒双手，戴无菌手套、穿无菌手 

术衣、铺大无菌单；(4)皮肤消毒剂选用聚维酮碘， 

消毒程序先用75％乙醇顺时针消毒静脉穿刺口及 

周围皮肤，再逆时针消毒 1次，然后再顺时针消毒 1 

次，最后用 0。5聚维酮碘与75％乙醇相同的方法消 

毒相同的部位；(5)导管的固定采用不缝合，双面贴 

膜折叠式固定法，换药时间常规隔日1次，如有污染 

及时换药。 

1．2．4 根据临床专家及患者的意见决定是否将最 

好的证据用于护理计划 以推荐的使用方法为指 

导，制定出常规的操作规程，供全科护士参考使用， 

每位护士根据患者情况灵活应用。 

1．2．5 通过自我反应、患者和同行的评估来评价其 

效果 笔者把通过确认的实证结果转化为临床资 

料，在院内推广应用，实现资源共享，并通过效果评 

价反馈和改进方法，形成动态循环。 

2 结果 

将上述确认后的操作方法实施到40例患者中， 

只有 1例年龄大的患者发生穿刺口周围红、肿、有脓 

性分泌物，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发生率明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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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锁骨下静脉穿刺成功率为 95％，颈内静脉为 

82％，股静脉为 94％。感染发生率为 2．5％。采用 

双面贴膜折叠式固定方法固定牢固，无一例发生导 

管脱出。40例导管拨出后均取导管尖端做培养，仅 

l例培养结果为大肠埃希菌，余均为无菌生长。 

3 讨论 

EBN是护理科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为广大 

从事临床护理、护理教育 、管理及科研人员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新思维、新途径、新视角，能最大限度地满 

足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同时将有限的医疗保健资源 

发挥最大价值。EBN的核心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传 

统护理向以科学为依据的现代护理发展。用 EBN 

指导临床实践，将科研结果与临床专业知识和经验 

以及患者需求相结合，促进直接经验和间接知识在 

实践中的综合应用，能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知 

识水平。 

EBN要求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护理中的常规做 

法及理论，强调护理服务应建立在目前所能获得的 

证据基础上，要求护士须通过临床实践和查找国内 

外相关文献，综合分析找到最佳的护理措施。EBN 

要求护士必须有熟练的临床业务能力 ，护理科研、评 

价能力，文献检索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外语水平，护 

士在临床工作中积极积累经验和教训，学习有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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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理论。在 EBN过程中自觉地运用批判性思纬 

对现存的实践模式寻求实证，而不是以经验和直觉 

决定护理行为，使临床护士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得以加强，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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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泵强化治疗 2型糖尿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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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引起的各种急、慢性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威胁着患者的生命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达到理想水 

平是预防和减少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重要措施，其中胰岛素 

治疗是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 ，主要方法有多次皮下注射胰岛 

素(multiple subcutaneous insulin injection，MSII)和持续皮下 

注射胰岛素(continue subcutaneous insulin injection，CSII)(又 

称胰岛素强化治疗)。研究⋯证实，短期应用胰岛素泵 CSII 

强化治疗可使初诊、口服降糖药、MSII治疗效果不佳的 2型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降至接近正常水平，并使胰岛素快速分泌 

时相恢复 ，从而改善胰岛 B细胞功能，减少重度高血糖及低 

血糖的发生率 ，减少心血管危险因素，减少或减轻糖尿病多 

种并发症。良好的整体护理是胰岛素泵 CSII强化治疗 2型 

糖尿病取得成功的关键。2009年 1～6月，我科对 20例 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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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进行胰岛素泵 CSII强化治疗，同时进行整体护理 

和强化治疗的技术指导，效果良好。现将其护理作～报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均符合糖尿病诊断标 

准 ，男9例，女11例；年龄36～76岁；病史 1～12年。入院 

时空腹血糖 14．3～27．6 mmol／L，糖基化血红蛋 白(HbA1C) 

8．1％ ～13．2％，空腹血浆胰岛素 8．32—17．46 p~U／ml，餐后 

2 h血浆胰岛素 11．7～40．34 ixU／ml，空腹血浆 C肽 0．32～ 

2．46 ng／ml，餐后 2 h血浆 C肽 1．12～3．26 ng／ml，胰岛素抗 

体均 <5％。 

1．2 胰岛素泵及使用方法 维凯胰岛素泵(北京唐博士医 

学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生 物 合 成 人 胰 岛 素 注 射 液 

100 IU／ml，每支 3 ml(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美国)。置泵前让 

患者洗澡，更换衣服。(1)提前 1～2 h将生物合成人胰岛素 

注射液置于常温下 ，以免胰岛素受热产生气泡而影响储液器 

及输注装置排气。置泵前认真检查胰岛素泵储液器和软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