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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技术在重症患儿置管中的应用

戴明红,陈娟娟,朱摇 明,夏摇 艳,刘培培,赵得凤

[摘要]目的:探讨心电图方法辅助定位重症患儿 PICC 导管尖端位置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提高 PICC 导管尖端正位率。 方法:
对 60 例行 PICC 置管的重症患儿采用自身对照方法,观察置管中心电图 P 波特征性高尖改变与置管后 X 线胸片显示的导管

尖端位置的关系。 结果:60 例 PICC 置管患儿中 49 例患儿心电图出现特征性的高尖 P 波,X 线胸片显示 45 例导管尖端位于

上腔静脉,11 例患儿心电图未出现特征性的高尖 P 波,X 线胸片显示 10 例导管尖端不在上腔静脉。 结论: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技术可以方便、实时确定导管尖端位置,对导管尖端异位者可及时调整,减少患儿 X 线暴露风险,值得在儿科病人

PICC 置管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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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是一种从周围静脉导入且导

管尖端位于上、下腔静脉的深静脉置管技术,具有安

全、方便、留置时间长、感染率低等优点。 PICC 要达

到中心静脉的治疗效果,防止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
导管尖端位置非常重要[1]。 目前推荐的 PICC 导管

尖端最佳位置为上腔静脉中下 1 / 3 段到上腔静脉

与右心房交界( cavo鄄atrial junction CAJ)之间[2 - 3]。
PICC 尖端定位方法有 X 线胸片定位、静脉内心电图

定位法、 超声心动图定位、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模拟机、CT 检查等[1,4 - 5]。 X 线摄片确认导

管尖端位置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定位方法[6],但在

危重症病人中往往难以及时执行[7];胸部 X 线检查

也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由于胸部 X 线片的清晰程

度不同,有时难以辨别导管尖端的位置[5];摄片显

示异位的导管重新调整时容易污染,并且没有导入

鞘及导丝导引,导管易折曲导致送管困难。 心电图

定位技术是指通过转换器将心房内心电图转换为体

表心电图,通过穿刺过程中病人心电图 P 波的变化

来确定 PICC 导管尖端位置的一种新技术。 国外

2010 年将此技术应用于 PICC 尖端定位,并取代 X
线摄片确认导管尖端位置[2,8],国内学者[9 - 12] 也研

究应用心电图定位技术,但仅限于成人和新生儿

PICC 尖端定位,鲜见应用于重症小儿中的报道。 我

科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PICU)自 2016 年采用静脉内心电图定位技术对 60
例重症小儿行 PICC 置管时辅助 PICC 尖端定位取

得良好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我院 PICU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的重症患儿。 纳入标准:(1) 年龄

1 个月至 14 岁;(2)符合 PICC 置管指征;(3)家长

签署 PICC 置管知情同意书;(4)1 年内无穿刺肢体

手术史、外伤史,无其他中心静脉置管史,无静脉血

栓史,穿刺局部无破损、瘢痕,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

征、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5)基础心电图 P 波形

态正常。 排除标准:患儿或家长不愿意参加本研究;
患儿为房颤心律或可能影响 P 波观察者。 共收集

60 例患儿资料,其中男 45 例,女 15 例,年龄 30 d 至

14 岁,体质量 1. 3 ~ 45 kg;穿刺血管选择:右侧血管

33 例、左侧血管 27 例,上肢血管 44 例、头皮血管 9
例、颈外静脉 7 例;导管置入长度 8 ~ 45 cm;疾病构

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33 例、重症肺炎 10 例、营养

不良 7 例、巨细胞病毒感染 4 例、败血症 2 例、白血

病 1 例、肾功能衰竭 1 例、肠套叠术后 1 例、横纹肌

肉瘤术后 1 例,其中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10 例。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PICC 置管及心电图定位方法摇
1. 2. 1. 1摇 签署 PICC 置管知情同意书,准备用物摇
向家长介绍 PICC 置管目的、置管过程及相关并发

症,取得家长同意并签署 PICC 置管知情同意书;用
物准备除 PICC 常规穿刺用物外,需加备 EDANiM50
心电监护仪(导联线接头为夹子式)、肝素帽、5. 5 号

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10 mL 注射器、无菌治疗

巾、75%乙醇溶液及浸泡容器。
1. 2. 1. 2摇 获取基础心电图摇 清洁患儿心电监护仪

电极片连接处皮肤,粘贴电极片分别于左、右锁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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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第一肋间及左锁骨中线平剑突处,打开心电监护

仪,将病人类型调节至 “小儿冶,计算导联调节至

“域冶导联,连接导联夹(RA、LA、LL),获取 P 波清

晰可辨的心电图并打印 。 取下右上(RA)导联夹,
将导联夹及部分导联线置于 75% 乙醇溶液中浸泡

30 min。
1. 2. 2. 3 摇 PICC 穿刺置管 摇 穿刺置管由具有 PICC
穿刺资质的 2 名护士执行,按照 PICC 操作规范流程

进行 PICC 导管预留长度体外测量、皮肤消毒、准备

导管,PICC 导管体外端接口处连接肝素帽,用注射

器抽取 10 mL 0. 9%氯化钠溶液连接 5. 5 号一次性

使用静脉输液针,将输液针头前二分之一插入肝素

帽内备用,穿刺血管成功后递送导管,当导管送至测

量长度时如无回弹、抽取回血通畅后可进行心电图

引导 PICC 导管尖端定位,如送管不畅,无回血需撤

出导管重新送管。
1. 2. 2. 4摇 获取静脉内心电图摇 当导管送至体外测

量长度时,穿刺血管在上肢的将患儿穿刺侧肢体放

置于与躯干角度约 45毅的位置,穿刺头皮血管及颈

外静脉的患儿将其头部保持中立位;把浸泡的右上

心电导联夹取出,导联线用无菌治疗巾包裹,导联夹

用 0. 9% 氯化钠溶液冲洗后夹在 PICC 导管体外端

连接的输液针头上,以使导联夹、输液针头及 PICC
导管中的 0. 9% 氯化钠溶液形成导电系统,连接完

好后心电监护仪上会有心电图波形出现,如未出现

心电图波形可轻轻匀速推注 0. 9% 氯化钠溶液(推
注速度约 1 mL / min,以导管尖端液体能连续滴出为

宜)。 同时观察心电监护仪上心电图 P 波的形态及

振幅,如果 P 波显示不理想时可适当递送或回撤导

管,当见到高尖 P 波后继续缓慢递送导管直到 P 波

呈双向改变时(正向高振幅 P 波起始段出现位于心

电图基线下方的小负向波)打印心电图,再缓慢撤

出导管,调节导管位置至 P 波为正向且振幅最大时

停止送、撤管,打印此时的心电图,如导管为三向瓣

膜式则需再回撤导管 0. 5 cm;撤去心电导联夹和输

液针头。 妥善固定 PICC 导管。 胸部 X 线摄片定位

并与心电图定位结果比较。
1. 2. 2摇 X 线胸片 PICC 导管尖端位置判断摇 (1)导
管异位:导管尖端未进入上腔静脉中下段或 CAJ,或
进入其他静脉。 (2)导管正位:导管尖端位于上腔

静脉中下 1 / 3 或 CAJ 部位。 (3)X 线胸片 CAJ 位置

认定:以气管隆突作定位标志,CAJ 位于气管隆突下

1 ~ 2 cm(1 个月至 3 岁)、1. 5 ~ 3 cm(4 ~ 11 岁)、
2 ~4 cm(12 ~ 14 岁) [14]。 (4)如果气管隆突识别困

难者以后肋作为定位标志,CAJ 位于第 5 ~ 7 后肋

(T5 ~ 7),T4 相当于胸锁关节位置(过浅),T8 以下为

进入心房(过深) [15]。
1. 2. 3 摇 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位置判断 摇 根据心

电监护仪上心电图 P 波的形态及振幅判断。 导管

尖端位于(1)CAJ 上方:P 波较体表心电图的 P 波增

大;(2) CAJ:P 波形态最大,振幅达峰值或双峰 P
波;(3)CAJ 下方:P 波振幅减小,P 波起始段出现位

于心电图基线下方的负向波(双向 P 波)或 P 波倒

置;(4)其他部位:P 波的形态及振幅类似于基础心

电图[4,14,16 - 17]。
1. 2. 4 摇 统计数据 摇 计算心电图辅助 PICC 导管尖

端定位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出现特异性 P 波形态变

化的患儿中 ,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下 1 / 3 段的百

分率,即真阳性率)和特异度(未出现特异性 P 波形

态变化的患儿中,导管尖端未进入上腔静脉的百分

率,即真阴性率)。

2摇 结果

摇 摇 60 例患儿中 49 例患儿心电图出现特征性的高

尖 P 波,其中导管尖端位置位于锁骨下静脉、颈内

静脉、无名静脉、右心房者各 1 例,位于上腔静脉 45
例;11 例患儿心电图未出现特征性的高尖 P 波,其
中导管尖端位置位于锁骨下静脉 2 例,无名静脉 4
例,颈内静脉 4 例,上腔静脉 1 例。

心电图辅助 PICC 导管尖端定位的灵敏度为

91. 84% (45 / 49),特异度为 90. 91% (10 / 11)。 胸部

X 线摄片显示 PICC 导管尖端正位率为 76. 67%
(46 / 60)。

3摇 讨论

摇 摇 静脉内心电图定位技术在 PICC 导管尖端定位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其原理为通过心内连接转换

器将心房内心电图转换为体表心电图,在心电监护

下直视心脏 P 波电生理的改变[10],由此指导 PICC
尖端定位及导管放置。 本次研究 60 例患儿中 49 例

出现心电图特征性的高尖 P 波,经 X 线摄片显示 45
例 PICC 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心电图辅助 PICC
导管尖端定位的灵敏度为 91. 84% (45 / 49),其中有

4 例胸部 X 线摄片显示 PICC 导管尖端不在上腔静

脉,分析原因为:(1)小儿上腔静脉相对较短,在患

儿躁动、哭闹时胸腔压力增大易导致导管移位至锁

骨下静脉或颈内静脉,2 例导管尖端异位患儿年龄

分别为 3 个月和 6 个月。 (2)PICC 导管尖端位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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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患儿手臂运动及与肢体角度大小而改变,还与

患儿体位有关:当上肢从内收位到外展 90毅时,大多

数导管尖端平均向上移动 21 mm,且右侧置管较左

侧移动度更大,只有少数向下移动[18]。 CONNOLLY
等[19]研究患儿置管侧手臂移动对导管尖端位置移

动影响,发现手臂位置的变化会引起 PICC 导管尖

端位置移动,平均移动 2. 2 个肋间距,最大可达 3. 5
个肋间距。 弯曲和内收肘关节可使导管尖端向上腔

静脉心房端进入的更深,即使无剧烈运动、无负重,
只是大角度的肘关节和 /或肩关节移动也会导致导

管尖端位置的大幅移位。 而重症患儿不合作,摄片

时体位及肢体改变所以造成 X 线胸片上显示 PICC
导管尖端稍浅或稍深,对于心电图为正向高尖 P 波

而 X 线胸片上显示 PICC 导管尖端稍浅或稍深患

儿,置管后未根据胸部 X 线摄片定位结果进行导管

位置调整,患儿顺利完成静脉输液治疗,患儿也无与

导管相关的不适症状。 11 例患儿 PICC 置管中心电

图未出现特征性的高尖 P 波,经 X 线摄片显示 10
例 PICC 导管尖端不在上腔静脉,心电图辅助 PICC
导管尖端定位的特异度为 90. 91% (10 / 11),有 1 例

患儿心电图未出现特征性的高尖 P 波而胸部 X 线

摄片显示 PICC 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分析原因

可能与重症患儿心率快、呼吸快、躁动或使用仪器多

干扰大使得 P 波振幅改变小不易辨别有关;在患儿

病情稳定后重新使用心电图定位获得了清晰可辨的

特征性的高尖 P 波。
本研究显示心电图辅助 PICC 导管尖端定位的

灵敏度为 91. 84% ,略低于国外研究[14],原因可能

为:(1) 本研究采用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推注

0. 9%氯化钠溶液作为导电介质,国外采用专用转换

器,两者相比存在灵敏度上差异;(2)本次研究对象

为 PICU 中重症患儿,置管时如送管顺畅,抽取回血

通畅,为减少对患儿刺激,并没有过多调整导管至心

电图出现高尖 P 波;(3)我科刚开展运用心电图定

位技术,与技术不成熟有关。 心电图辅助 PICC 导

管尖端定位时如心电图显示不清或干扰大时可采取

拔掉电源线、减少人员走动、查看电极连接、擦干穿

刺处皮肤、换走潮湿的治疗巾、减少固定患儿的工作

人员肢体等方法减少电磁信号干扰[15]。 心电图定

位技术在 PICC 置管术中即能发现导管异位并及时

调整,有 6 例患儿心电图未显示特征性的高尖 P 波,
经回撤导管,改变肢体与躯干角度后重新送管使

PICC 头端到达了理想位置,保证了一次穿刺成功

率,简便有效。 心电图定位成功后即可进行静脉输

液,避免了等待放射科摄片确认导管尖端位置的

时间。
综上所述,重症小儿 PICC 置管中利用心电图

定位导管尖端位置,可以方便、实时确定 PICC 尖端

位置,及时对异位的导管进行调整,提高 PICC 导管

尖端正位率,对心电图出现特征性 P 波改变,导管

抽取回血通畅的患儿可直接进行静脉输液,不必行

X 线胸片确认导管尖端位置[2,11],减少放射线对患

儿的伤害,保证护理安全,减轻患儿痛苦,提高护理

人员工作效率,值得在小儿 PICC 置管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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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士和病人对优质护理服务认知情况的比较

唐摇 侠1,包满珍2

[摘要]目的:调查门诊护士和病人对优质护理服务的认知情况。 方法:于 2018 年 1 - 2 月对安徽合肥市 4 所三级甲等综合性

医院的 170 名门诊护士采用整群抽样和 230 例门诊病人采用随机抽样进行横断面调查,比较门诊护士和病人对优质护理服务

认知的差异性。 结果:回收护士有效问卷 166 份,回收病人有效问卷 224 份。 调查表的 6 个维度中,门诊护士和病人评分最高

的 2 个维度均是护患关系和业务水平。 病人在服务态度和职业素养维度的评分均高于护士(P < 0. 01)。 在优质护理 27 个条

目中,门诊护士和病人在其中的 13 个条目评分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其中护士在善于沟通、服务周

到、经常巡视 3 个条目的评分高于病人,病人在语言亲切、替病人着想、换位思考等 10 个条目评分均高于护士。 结论:门诊护

士和门诊病人在优质护理部分项目上存在认知差异,护士应注重从病人角度出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满足病人需求,提高护

理质量。
[关键词] 优质护理;服务认知;门诊护士;门诊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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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负担沉重,
医疗资源的短缺和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的提

高,导致了医疗纠纷和医患关系紧张的事件不断出

现。 我国护士数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自 2007 年以

来呈线性增长趋势[1]。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 正因如此,自 2010 以来,国家卫计委推行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冶活动,倡导医疗工作者必

须以爱心、耐心、责任心满足病人的护理需求,拉近

与病人的距离,提高病人的满意度,真正做到贴近病

人、贴近临床、贴近社会,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冶的服

务理念,进一步规范了临床护理工作,切实加强基础

护理,改善护理服务,提高护理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满意的护理服

务[2]。 自“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冶活动开展至今,
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但是在实

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护士人力资源不足,绩
效考核制度不完善,少数护士工作缺乏积极性[3],

护理队伍年轻化,病人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4]

等,有关优质护理的研究多集中在住院部的护士和

病人中,对于门诊护士和病人对优质护理服务的特

征和内涵如何理解、护士提供的护理服务能否契合

门诊病人的需求等问题尚未被关注。
作为医院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起点,门诊护理

服务既具有窗口部门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也有全科

护理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门诊护理质量直接反映了

医院整体服务理念和健康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病人

的就医体验,对病人后续医疗服务的选择有着重要

导向性。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门诊护士和门诊病人

进行横断面调查,旨在明确门诊护士和病人对优质

护理服务的认知情况,为提高门诊护理服务质量提

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于 2018 年 1 - 2 月对安徽合肥市 4
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 170 名门诊护士和 230 例

门诊病人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门诊护士采取整群抽

样调查,门诊病人采取随机抽样进行调查。 护士纳

入标准为:(1)有护士执业资格;(2)在职在岗员工;
(3)对本调查知情同意。 排除其中实习及进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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