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在外周静脉留置针固定中的应用研究

黄园慧, 谢晖, 孙静, 刘伟

引用本文:
黄园慧, 谢晖, 孙静, 等. 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在外周静脉留置针固定中的应用研究[J]. 蚌埠医学院学
报, 2021, 46(9): 1292-1294.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9.037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自制留置针保护套固定小儿手足部留置针的临床应用体会

@@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2): 274-275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2.042

水胶体敷料预防手术患者药物性静脉炎的效果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40(12): 1738-173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5.12.045

口服25%葡萄糖溶液对减轻早产儿腋静脉留置针穿刺疼痛的影响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42(8): 1140-1141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8.040

自体动静脉瘘与深静脉导管长期留置对MHD病人透析效果及心功能、肾性贫血的影响

Effect of autolog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and long-term indwelling of deep venous catheter on the
hemodialysis,cardiac function and renal anemia in MHD patient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1): 39-4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1.011

经腋静脉穿刺置入PICC在极低出生体质量儿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ICC through axillary vein puncture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42(2): 269-271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2.043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9.03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2.04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5.12.045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8.040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1.011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02.043


[收稿日期] 2020 - 11 - 30摇 [修回日期] 2021 - 07 - 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18030801133);宿州市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202013)
[作者单位] 1.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宿州医院(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安徽 宿州 234000;2. 蚌埠医学院 护理

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作者简介] 黄园慧(1982 - ),女,主管护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1)09鄄1292鄄03 ·护理学·

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在外周静脉留置针固定中的应用研究

黄园慧1,谢摇 晖2,孙摇 静1,刘摇 伟1

[摘要]目的:探讨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在外周静脉留置针固定中的有效性。 方法:选取口腔颌面外科住院病人 208 例,按住

院号奇偶数分为观察组 103 例和对照组 105 例,对照组使用 3M 透明敷贴,观察组使用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 比较 2 组病人留

置针的平均留置时间、不同时间段内敷贴的累计卷边率及累计更换率。 结果:观察组不同时段静脉留置针敷贴卷边累计值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平均留置时间为(60. 63 依 22. 51)h,明显少于对照组的(90. 17 依 5. 82)h(P < 0. 01)。 观

察组不同时段内静脉留置敷贴累计更换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并
可有效降低留置针敷贴的卷边率、更换率,延长留置针平均留置时间,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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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new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application in peripheral vein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HUANG Yuan鄄hui1,XIE Hui2,SUN Jing1,LIU Wei1

(1.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Suzho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2. School of Nurs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new type of indwelling needle application in the peripheral vein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Methods:A total of 208 inpatients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103 cases) and control group(105 cases) according to odd and even number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3M transparent application,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 new type of indwenting鄄needle fixation application.
The average indwelling time of indwelling needle,cumulative curling rate and cumulative replacement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cumulative curling value of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The mean indwelling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0. 63 依 22. 51)h,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90. 17 依 5. 82)h](P < 0. 01).
The cumulative replacement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new type of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application is convenient to use,low in price,and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urling rate and replacement rate,and prolong the indwelling time of indwelling needle.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application;indwelling time

摇 摇 静脉留置针主要用于保持静脉通道通畅,相较

于普通钢针,可以减少因反复穿刺而给病人造成的

痛苦,有利于临床用药和紧急抢救,减轻护理人员反

复静脉穿刺的工作量[1 - 2],在临床上已被广泛使用。
2016 版 INS 指南指出:外周静脉留置针在不发生堵

管且无静脉炎的情况下可以留置 72 ~ 96 h 甚至更

长,然而临床上高达 35% ~ 50% 的留置针使用寿命

小于 72 h[3],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静脉穿刺次数和

静脉炎的发生率,而且也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和经济

负担[4]。 留置针留置时间缩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是传统透明敷贴容易卷边甚至撕脱,导
致留置针的固定不牢,因此出现意外脱管或拔管。
为了克服 3M 透明敷贴的不足,我们对其进行了改

良,设计出了这款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即多功能医

用留置针固定敷贴 (专利号:ZL2019215136642)。
为了检验本发明在临床上的实用性,我们进行了一

项前瞻性临床研究。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9 年 1 - 12 月宿州市立医

院口腔颌面外科病人 208 例入组,按住院号奇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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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观察组 103 例和对照组 105 例。 2 组病人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种等方面具有可比性。 入组

标准:(1)病人意识清晰,排除智力及精神障碍;(2)
穿刺部位无敷贴过敏史;(3)静脉输液时间逸4 d;
(4)常规检查排除凝血功能障碍;(5)排除静脉置管

后发生堵管和静脉炎病人;(6)病人或其监护人均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摇 材料摇 2 组使用的均为 BD 公司生产的密闭式

22 ~ 24G Y 型留置针,对照组使用的敷贴为 3M
Health Care 公司生产的 3M 透明敷贴,大小 6 cm 伊
7 cm,观察组使用本研究设计的新型留置针固定敷

贴(见图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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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方法摇 由专门培训合格的护师及以上职称的

护理人员按照留置针穿刺操作标准流程进行穿刺,
穿刺后均告知病人及家属相关注意事项,穿刺部位

均选择在手背静脉网;对照组使用 3M 透明敷贴固

定,观察组使用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固定,输液完毕

由专门培训合格的护理人员采用 0. 9%氯化钠溶液

脉冲式冲管进行封管,封管后先卡夹子,再去除封管

液。 动态观察记录 2 组敷贴的卷边和更换情况及留

置针留置时长。
1. 4摇 评价指标摇 敷贴卷边的判断为敷贴边缘未与

皮肤贴合的情况[5];敷贴更换标准:如果敷贴受潮、
松动和 /或明显受污染应立即更换。 留置针留置

72 h以上出现敷贴卷边时直接给予更换留置针,不
再单纯更换敷贴,同时视为卷边阳性。 所有结果均

由培训合格的两名护理人员共同认定,意见统一方

为有效。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静脉留置针敷贴卷边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

组不同时段静脉留置针敷贴卷边累计值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不同时段内 2 组静脉留置针敷贴出现卷边的累计

值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24 h 内 48 h 内 72 h 内 96 h 内

对照组 105 29(27. 6) 60(57. 1) 85(81. 0) 102(97. 1)

观察组 103 1(1. 0) 4(3. 9) 11(10. 7) 19(18. 4)

字2 — 29. 92 69. 24 103. 32 132. 3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静脉留置针平均留置时间比较摇 观察组

平均留置时间为(60. 63 依 22. 51) h,明显少于对照

组的(90. 17 依 5. 82)h( t忆 = 13. 01,P < 0. 01)。
2. 3 摇 2 组留置针留置期间敷贴更换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组不同时段内静脉留置敷贴累计更换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摇 不同时段内 2 组静脉留置针敷贴累计更换率比较

[n;百分率(% )]

分组 n 24 h 内 48 h 内 72 h 内

对照组 105 17(16. 2) 38(36. 2) 53(50. 5)

观察组 103 1(1. 0) 5(4. 9) 11(10. 7)

字2 — 15. 24 31. 13 38. 66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自 ZIMMERMANN[6]首次报道使用静脉留置针

以来,至今有 70 余年历史,静脉留置针目前已成为

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侵入性医疗操作[7]。 但在临

床使用中如何延长留置针的使用时间一直是护理工

作者关注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文献报道了很多,
包括改进静脉留置针穿刺法、对病人实施护理持续

质量改进、与病人有效沟通、精心护理与观察以及科

学封管等方法,均能有效地降低留置针的更换率、延
长使用时间[8 - 10]。

我们在临床护理中发现,留置针脱管是留置时

间缩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脱管的发生大多与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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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不牢有关,而我们设计的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

通过强化敷贴周边的黏性和透气性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
2016 版 INS 指南指出敷贴更换标准:如果敷贴

受潮、松动和 /或明显受污染应立即更换。 本研究结

果显示,不同时间段内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的卷边

率较 3M 透明敷贴低。 3M 透明敷贴的透气性比较

差,往往会在敷贴和皮肤之间产生一定的水气,导致

敷贴不能完全紧贴皮肤,因而增加卷边风险。 敷贴

的卷边又增加了敷贴的松动性和受污染概率,进而

增大了敷贴的更换率。 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四周采

用的是高黏合性高抗汗性的无纺透气胶布,并且无

纺胶布上设有透气孔,进一步增加了新型敷贴的透

气性,明显降低了卷边的发生风险。 敷贴卷边率的

降低,增加了敷贴的牢固性,进而延长了留置针使用

时间。
另外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中间是透明敷贴,便

于观察留置针导管及穿刺点周围皮肤情况。 在敷贴

的上方增加了长方形的无纺胶布,用于留置针针尾

的 U 型固定,节省了护理人员准备针尾固定胶布的

时间。 反面的纸质保护膜可以保证敷贴的卫生和黏

度,保护膜上的梯形标签便于记录留置针置管的日

期、时间和置管人姓名。
综上所述,我们设计的新型留置针固定敷贴不

但具有 3M 透明敷贴便于观察穿刺点及其周围皮肤

情况的优点,而且降低了留置针敷贴的更换率和卷

边率,有效延长了留置针的使用时间,减轻病人的经

济和心理负担,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值得在临床上

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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