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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经口气管插管 2 种固定方法比较

张金凤

[摘要]目的:评价并比较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和牙垫白寸带固定方法在呼吸机经口气管插管中口腔护理、更换固定材

料的难易度及固定的效果。 方法:将 70 例呼吸机经口气管插管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5 例。 对照组采用牙

垫白寸带固定,观察组采用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观察经口气管插管中口腔护理、更换固定材料的难易度及固定效果

(1 周内插管是否被咬坏、有无插管滑脱、插管刻度的观察是否方便)。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经口气管插管的固定操作

简单,口腔护理及更换固定材料方便、省时。 观察组固定效果可靠、插管刻度容易观察。 结论: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是

一种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的气管插管固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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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n two kinds of fixation methods in ventilator intubation via mouth
ZHANG Jin鄄feng

(Department of ICU,The 3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Shanghai,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199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oral care,replacing fixed material and fixation effects between the one鄄time tracheal intubation
fixer and dental pad white inch band fixation method in ventilator intubation via mouth. Methods:Seventy patients with ventilator
intubation via mout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5 cases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one鄄time tracheal intubation fixer and dental pad white inch band fixation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oral care,replacing fixed material and fixation effects(including the injury and slip of intubation,and observation of the
intubation scale within 1 week)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on was
simple,the oral care and replacement of fixed materials were convenient and short time,the fixed effect was reliable,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cale was convenient and eas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clusions:The one鄄time tracheal intubation fixer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Key words] tracheal intubation fixer;slip of intubation via mouth;oral care

摇 摇 气管插管是抢救危重患者的重要措施之一,经
口气管插管具有操作简单快速、创伤小,插管的管径

相对大,不易被痰液堵塞等优势,是保持 ICU 患者

呼吸道开放的重要抢救方法[1]。 很多危重患者需

要呼吸机提供呼吸支持,但是经口气管插管如果固

定方法不当,会出现插管滑脱,这将导致患者面临二

次插管的痛苦;经口气管插管如被患者咬坏,未及时

发现会导致患者窒息死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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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呼吸机治疗过程中如果得到有效的护理将会大大

减少患者的痛苦,同时也会减少一系列并发症,如: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2],由此可见使用经口气管插管

呼吸机治疗过程中插管的固定问题不容忽视。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1 月,我科呼吸机经口气管插管

采用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效果较好,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临床资料摇 选择 ICU 住院危重患者 70 例,其
中男 42 例,女 28 例;年龄 28 ~ 85 岁。 呼吸衰竭

35 例,脑梗死 10 例,重症肺炎患者 15 例,脑出血

10 例。 用抽签法将 7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35 例。 入选条件:(1)患者病情危重;(2)患
者使用呼吸机经口气管插管 1 周以内;(3)患者均

使用约束带约束。 2 组在性别、年龄和病情上均具

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经口气管插管固定材料 摇 对照组:牙垫 1
个,1 cm 伊 90 cm 白寸带 1 根,胶布 1. 5 cm 伊 20 cm
2 条。 观察组: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浙江海

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 个,1 cm 伊 90 cm 白寸带

2 根。
1. 2. 2摇 经口气管插管后固定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牙

垫白寸带的固定方法:先将胶布一端固定于脸颊部,
另一端胶布以上下交叉式将经口气管插管与牙垫捆

绑在一起,另一条胶布也用此方法固定于另一侧脸

颊。 然后用白寸带先在插管与牙垫上缠绕 1 圈打死

结再绕耳后 1 周打死结固定,如果患者烦躁,可以再

加用 1 条白寸带以相同的方法进行固定。
观察组采用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 清醒

患者嘱其张口,如果患者不能配合应遵医嘱适当使

用镇静剂,避免在使用固定器过程中患者将插管咬

坏。 1 名护士将固定器固定于牙槽周围,另 1 名护

士再将插管固定到固定器的 V 形槽内,同时旋转旁

边的固定螺丝,将插管牢牢地卡在 V 形槽内,然后

将固定器两边的尼龙绷带固定于患者耳后,松紧适

宜,以伸进一指为宜。 如果是烦躁的患者可以加用

白寸带再固定 1 道或两道,且绳子打结时要打死结。
1. 3摇 插管后口腔护理及固定材料更换摇 对照组口

腔护理:必需 2 名护士同时操作,先去除口角的两道

胶布,做好口腔护理以后,还要清理胶布痕迹,然后

依次再用 2 条胶布及 2 条白寸带进行固定。 观察组

口腔护理:在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的 V 形槽

旁边有个空隙,做口腔护理时,直接通过空隙即可,
不需打开固定器,比较方便。

对照组固定材料更换:需先剪短 2 条白寸带,再
除去脸颊旁的 2 条胶布,还要清理胶布的痕迹,才可

以重新更换牙垫。 观察组固定材料更换:直接撕开

尼龙绷带,再剪断白寸带即可。
1. 4摇 插管后固定效果观察摇 治疗 1 周内,记录 2 组

常规口腔护理所需要时间,经口气管插管有无滑脱、
咬坏,经口气管插管刻度是否易观察。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 1 名护士平均 3 min 完成患者口腔护

理。 对照组 2 名护士平均 5 min 才能完成。
治疗 1 周内观察组导管滑脱率与对照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观察组导管咬坏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较对照组经口气管插

管刻度更容易观察(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固定器使用效果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导管滑脱 导管咬坏 刻度容易观察

观察组 35 1(2. 86) 0(0. 00) 34(97. 14)

对照组 35 4(11. 43) 8(22. 86) 17(48. 57)

合计 70 5(7. 14) 8(11. 43) 51(72. 86)

字2 — 0. 86 6. 92 20. 88

P — >0. 05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难度大,且危险性

高[3],因在口腔护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导管移位甚

至滑脱。 传统的牙垫白寸带的固定方法,在进行口

腔护理时,需 2 名护士配合先取出牙垫,1 名护士固

定导管,另 1 名护士进行口腔护理。 如果患者烦躁

导致固定导管困难,则无法进行口腔护理。 本研究

中,观察组用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固定后,护
士可以 1 人用血管钳夹紧棉球通过咬合块直接进入

口腔进行彻底有效的口腔护理,无需担心患者烦躁

时导致插管滑脱拔出。
ICU 危重患者经气管插管后影响了黏膜纤毛的

正常功能,机械通气常使用镇静剂,抑制了患者的咳

嗽反射,插管刺激黏膜产生大量分泌物,有利于口咽

部细菌定殖[4]。 因此,经口气管插管后口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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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对减少气管插管相关并发症至关重要。 经口气

管插管牙垫白寸带的固定由于牙垫与胶布的阻碍,
护士不能很好地全面观察和清洁口腔,患者很难做

吞咽动作[5],口角流涎增多,易污染胶布和白寸带。
每天口腔护理需要 2 人操作,因而护士需花较多的

时间投入到该项护理工作中[6]。 本研究发现,一次

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上有咬合块,可以通过咬合

块有效清除口腔分泌物及咽喉部积存的痰液,减少

口腔疾病的发生。 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固定

时进行口腔护理平均只需要 3 min,较对照组平均节

约了 7 min。 因此,在相同的护理工作量下,一次性

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固定组可以增加口腔护理次

数,减少口腔细菌产生及残留,降低口咽部疾病发

生率。
一般成人气管长 10 ~ 12 cm,气管插管插入气

管 4 ~ 5 cm,下端开口位于气管的中段,距离隆突

2 ~ 3 cm。 导管外径小于气管内径,在高容低压气囊

充气后压力分布均匀,导管外径和气管内径均匀接

触。 患者烦躁、剧烈咳嗽、呼吸机管道的牵拉均可导

致导管向外移位。 导管移位、滑脱,可能不能为患者

提供及时有效的呼吸支持,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因

此,经口气管插管可靠、有效固定是保证经口气管插

管提供有效呼吸支持的基础。 牙垫白寸带的固定方

法,由于牙垫的支撑面小,不能完全压住固定舌头,
面颊部汗液或口腔分泌物过多使面颊固定胶布失去

黏着力而容易松脱,因而易发生经口气管插管咬坏、
脱出。 本研究中发现,对照组经口气管插管出现 8
例被咬坏,4 例滑脱。 而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

器固定,35 例患者中仅 1 例患者发生经口气管插管

滑脱,未发现有经口气管插管咬坏。 分析观察组的

固定方法优势主要体现在:(1)一次性使用气管插

管固定器直接固定在患者口腔上,经口气管插管直

接被 V 形槽牢牢卡住,很牢固;(2)一次性使用气管

插管固定器上还有一个咬合块,经口气管插管在口

腔的 1 / 3 是在咬合块内,可以很好地保护经口气管

插管,避免经口气管插管被直接咬到;(3)咬合板宽

而扁,将其放于舌面上能有效防止患者用舌头顶出

固定器,对无牙齿的患者不会出现气管插管随牙垫

上下移动,较为宽大的尼龙带壳绕颈部 1 周,搭上尼

龙搭扣既可保证固定牢靠,又可随意调节固定松紧

度[7 - 8]。 此外,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直接固

定在患者口腔上,刻度不被遮挡,很清晰,便于医护

人员准确判断插管深度。 对照组固定不牢固,容易

出现导管滑脱,还采用胶布缠绕,容易遮挡经口气管

插管刻度,观察困难。
总之,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固定器固定操作简

单,口腔护理及更换固定材料方便、省时,固定效果

可靠,插管刻度容易观察,是一种值得在临床推广使

用的经口气管插管固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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