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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约束带对减少 ICU 病人非计划性拔管

及约束不良事件发生的效果分析

宋长春,林摇 昕,周摇 波,张奇兰

[摘要]目的:研究改良约束带的制作和使用方法,探讨其对减少重症病人非计划性拔管及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效果。 方法:
便利抽取住院符合条件的 80 例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使用《 ICU 病人身体约束评估量表》对
病人进行评估,对需要身体约束的重症病人进行约束。 观察组使用改良的透气式约束带,对照组使用常规的海绵约束带,在
约束结束后比较 2 组病人约束效果以及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并比较 2 组护士对约束的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在使用改

良约束带期间发生 1 例非计划性拔管,对照组发生 5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小于对

照组(P < 0. 01);观察组护士对约束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改良的透气式约束带可以有效降低非计划性拔

管发生率,减少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并减轻护士的工作量,提高护士对约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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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odified restraint band
on reducing unplanned extubation and adverse events in ICU patients

SONG Chang鄄chun,LIN Xin,ZHOU Bo,ZHANG Qi鄄lan
( ICU,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making and using methods of modified restraint band,and explore its effects on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unplanned extubation and adverse events in severe patients. Methods: Eighty eligible hospitalized patients were
conveniently select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 ICU Patient Physical Constraint Assessment Scale" ,and the severe patients were binded with physical restraints.
The improved breathable restraint band and conventional sponge restraint band were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After the restraint ended,the restraint effects,occurrence rate of adverse events,and nurses忆 satisfaction with constrai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A case with unplanned tub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5 cases with unplanned tubing in
control group were found,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ev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nurses忆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improved breathable restraint b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unplanned tubing,occurrence rate of adverse events and workload of nurses,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es.
[Key words] physical restraint;intensive care unit;unplanned tubing;adverse event

摇 摇 约束是一切用身体、药物、环境等措施来限制病

人活动能力的行为[1]。 身体约束是使用物理或机

械设备、工具,通过限制病人活动,以达到避免病人

发生意外事件,维护病人安全的常见辅助措施[2]。
身体约束在临床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尤其是重症监

护室、神经外科等科室使用率较高,根据国内外研究

结果显示[3 - 5],住院病人的身体约束率为 6% ~
17% ,其中老年病人身体约束率为 18%~ 20% ,重症

监护室病人身体约束率 56% ~76% 。 原因可能是重

症监护室内病人病情危重且复杂、留置管道较多、常
伴隐匿性疼痛以及受环境干扰等原因,导致其经常

处在持续应激状态,并感到极度恐惧继而出现躁动、
易激惹等[6]。 针对这些情况,医护人员通常对病人

实施身体约束以保证病人安全。 尽管是为了保护病

人,约束仍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如导致皮肤创伤、
压疮、抑郁、愤怒、身体功能下降等。 因此在使用身

体约束之前充分评估病人、及时进行干预、预防约束

不良事件的发生则显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在对病人

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改良约束带的

制作材质和使用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约束带对病人

造成的身体伤害。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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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便利抽取 2018 年 3 - 11 月在我院

重症监护室住院符合条件的 80 例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纳入标准:
(1)《ICU 患者身体约束评估量表》评估逸29 分,需
要约束的;(2)约束时间 > 1 d;(3)约束前病人皮肤

完整无破损;(4)签署约束同意书。 排除标准:(1)

孕妇、儿童及有皮肤病;(2)约束前已有皮肤损伤、
红肿及上肢水肿;(3)镇静评分(RASS)臆 - 3 分;
(4)进行阶段性约束带的病人及住院时间少于 2 d
的重症监护室病人;(5)患有精神疾病。 2 组的年

龄、约束时间、管道滑脱评分、压疮评分、意识状态、
肌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具有可比性

(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年龄、约束时间等基本资料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约束时间 / d
意识状态

摇 清醒摇 意识模糊摇 浅昏迷摇 中度昏迷摇
管道

滑脱评分
压疮评分

肌力

摇 2 级摇 3 级摇 4 级摇

观察组 40 69. 28 依 14. 16 8. 78 依 6. 56 7 7 11 15 14. 30 依 4. 46 10. 50 依 0. 88 摇 15 12 13

对照组 40 69. 88 依 16. 42 8. 93 依 5. 85 4 5 21 10 15. 13 依 4. 49 10. 48 依 0. 75 摇 10 21 9

t 冥 0. 18 0. 12 5. 28* 0. 93 0. 15 4. 18*

P 冥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摇 干预方法摇 首先使用《ICU 病人身体约束评估

量表》对 2 组病人进行评估,对逸29 分的病人进行

身体约束;对照组使用常规的海绵约束带,观察组使

用改良的透气式约束带。
1. 2. 1摇 改良的透气式约束带摇 材料:25 cm 伊 9 cm
伊1. 5 cm 厚乳胶垫,纱布或软毛巾做内衬,厚棉麻

布做固定面,尼龙织带,拉链,鸡眼扣,日字扣,插扣

等。 制作方法:软毛巾及棉布制作成 26 cm 伊 10 cm
伊2 cm 的乳胶垫套,其中接触病人皮肤的内面使用

软毛巾,比较结实的棉布做外面,上端开口 10 cm 的

拉链,尼龙织带上打鸡眼扣,装日字扣,尼龙袋的尾

端装插扣,将尼龙织带固定于棉布面(见图 1)。 使

用方法:根据病人手腕的粗细,利用鸡眼扣和日字扣

进行固定,约束带的另一端使用插扣固定于床端。
1. 3摇 调查工具摇 《 ICU 病人身体约束评估量表》是
甘秀妮教授[7]结合文献回顾、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

法构建的量表,主要用来评估病人是否需要进行身

体约束。 量表包含行为等级、治疗等级、肌力等级 3
个维度 8 个条目,每个条目中满足一项即可计分,同
维度分数不累加,评估总分逸29 分时给于身体约

束。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忆s 琢 系数

为 0. 704;量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 957,
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 958。 护士对约束的

满意度采用《护士满意度调查表》全院统一的调查

表,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代表越满意。 观察组调

查护士 25 名,对照组调查护士 25 名。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2 组病人非计划性拔管与约束不良事件发生

情况摇 观察组在使用改良约束带期间发生 1 例非计

划性拔管,对照组发生 5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1. 62,P > 0. 05);观察组(上肢水肿 1 例)约束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小于对照组(皮肤瘀斑 6 例、皮
肤破损 2 例、皮肤红肿 8 例、上肢水肿 3 例),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字2 = 21. 60,P < 0. 01)。
2. 2摇 2 组病人护士的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对护士

满意度(96. 00 依 1. 16)% ,高于对照组的(91. 78 依
1. 87)% ( t忆 = 14. 47,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身体约束作为重症监护病房重症监护室常见的

一种保护性措施,其最主要目的是保证病人安全,防
止烦躁或谵妄病人发生非计划性拔管[8 - 10]。 但身

体约束也是一项特殊的行为干预,具有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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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合理的使用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事件:(1)造
成病人约束局部组织出现缺血痉挛、皮下瘀斑和皮

肤损伤等生理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烦躁或意识模糊

的病人在身体约束时挣扎、躁动引起的器械性损伤;
(2)身体约束也是重症监护室病人不适感的主要来

源,病人身处陌生环境,若同时被身体约束,易出现

烦躁、焦虑和恐惧等不良情绪。 传统身体约束一般

采用海绵材质,固定绳与约束带为同一根,会导致病

人在挣扎、躁动时越来越紧,导致约束部位压疮,甚
至会造成肢体水肿。

不同材料约束带的压力和透气性会对病人舒适

性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局部皮肤温度升高会加快细

胞代谢率,使皮肤出汗而长期浸在潮湿环境中,发生

溃疡。 因此,约束带的透气性、吸湿性必须良好,保
证接触部位皮肤表面干爽[11]。 近几年,天然乳胶垫

越来越受消费者的喜爱,乳胶垫是由橡胶树产的天

然乳胶制造而成,具有良好的回弹性、透气性和散热

性,受力均衡,天然无毒,而且能够防尘防菌,容易清

洁;但生产成本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而我们常规

使用的海绵垫虽然它的组织结构能配合人体皮肤的

汗腺排去部分汗水,不易长霉,质量较轻,价格便宜,
但是透气性差,承托性不好,长时间使用会对病人皮

肤产生压力性损伤、皮肤潮湿、红肿、破损、上肢水肿

等约束不良事件。
为了避免这些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本研究改

变传统约束带的使用材质,使用 1. 5 cm 的天然乳胶

代替海绵并加入鸡眼扣与日字扣制成约束带,一方

面能增加其透气性,保持病人皮肤受压均衡,可以循

环使用,拆洗消毒,符合院感的要求;另一方面鸡眼

扣与日字扣使用起来较为牢固,病人不易挣脱,减少

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 结果显示,使用改良后约束

带的病人在调查期间发生了 1 例非计划性拔管,原
因是病人没有进行肩部约束导致其躁动坐起后弯腰

将鼻胃管拔除,而对照组在调查期间发生了 5 例非

计划性拔管。 观察组在调查期间有 1 例病人发生了

上肢水肿,因为其患有严重的低蛋白血症,全身水

肿,并非是约束带所致;对照组皮肤红肿、瘀斑、上肢

水肿以及皮肤破损发生率均明显高于观察组病人,
表明改良后的约束带可以有效减少非计划性拔管和

约束不良事件的发生。 此外,我科以往使用的约束

带都是系带式,带子很长,容易污染,对于躁动的病

人来说,很容易自行解开,造成非计划性拔管;同时

系带式较为复杂,无形中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量,不能

体现省时节力的原则。 为了更好地降低非计划性拔

管率,减少护士工作量,我科护士头脑风暴决定将系

带式改为插扣式,即牢固又省力,还不容易被污染。
同时这种简单的固定方法可以大大的减少护士的工

作量,提升护士的满意度,更好地保证护理质量。 本

文研究结果也显示,使用改良约束带的护士对约束

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使用传统约束带(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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