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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研究方法，选
择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入住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的 90 例经口气
管插管机械通气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医用胶布加寸带双
套结法固定气管导管，观察组采用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固定气管导管。评价两组导管固定效果、皮肤并发症、
舒适度以及护士工作量和满意度。结果 对照组分别有 6、2、1例发生了导管轻、中、重度移位，而观察组未发
生导管移位和脱落，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44，P＝0.003）。对照组面部皮肤红肿39例、破损6例，
颈后皮肤红肿 36 例、破损 2例；观察组面部未见皮肤并发症，仅有 2例颈后皮肤出现红肿现象，皮肤并发症较
对照组明显减少（面部：Z＝9.173，P＝0.000；颈后：Z＝7.549，P＝0.000）。对照组 24 例患者不能耐受、8例极
为不适；观察组 9例患者不能耐受、4例极为不适，耐受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Z＝3.695，P＝0.000）。观察组更
换固定带次数及单次更换固定带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更换固定带次数（次）：1.89±0.77 比 3.86±1.18，单
次更换固定带时间（min）：10.31±1.47 比 15.78±1.89，均 P＜0.01〕。护士对传统医用胶布加寸带双套结法固
定气管导管满意率为 33.3%，明显低于观察组 100% 的满意率（P＜0.01）。结论 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可以明
显降低气管导管移位率和脱管率，同时降低面部皮肤损伤发生率，且操作简便易行，可以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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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 new type of fixation tape for tracheal catheter in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Methods A purposive sampling study was conducted. Ninety patients experienced oral tracheal intubation 
fo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admitted to respiratory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from November 2015 to February 2017 were enrolled. Al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random 
number)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adhesive tape and fixation belt to fix endotracheal tube, 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 new type of tracheal catheter fixation tape. The fixation effect, skin complication 
rate, patient's comfort level, nursing workload and satisfaction were evaluat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6 patients with mild displacement, 2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isplacement and 1 patient with severe displace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 catheter displacement or detachment occur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 = 2.944, P = 0.00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39 patients with facial skin redness, 6 patients with facial skin damage, 36 patients with neck skin redness, and  
2 patients with neck skin dama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no facial skin complications and only 2 patients 
with neck skin redness, and the skin complic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facial 
skin: Z = 9.173, P = 0.000; neck skin: Z = 7.549, P = 0.00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comfor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tolerance patients: 9 vs. 24, the extreme discomfort 
patients: 4 vs. 8, Z = 3.695, P = 0.000). The total changing times of the fixation belt and operating time for each chan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trol group [changing times of the 
fixation belt (times): 1.89±0.77 vs. 3.86±1.18, operating time for each change (minutes): 10.31±1.47 vs. 15.78±1.89, 
both P < 0.01].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00% vs. 33.3%, P < 0.01). Conclusions The new fixation tape for tracheal catheter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atheter displacement and detachment rate, and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facial skin injury. It is easy to learn and worth 
to generalize  clinically.

【Key words】 Oral tracheal intubation; Bite-block; Fixation; Unplanned extubation; Nursing
Fund program: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 of China (ZL 2015 2 0500287.4); Nantong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Youth Fund of Jiangsu Province (WQ2015023)

万方数据



·  837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7 年 9 月第 29 卷第 9期  Chin Crit Care Med，September   2017，Vol.29，No.9

 气管插管是建立人工气道的方式之一，普遍应用于重症

加强治疗病房（ICU）危重症患者［1］。经口气管插管可预防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2］，因此临床气管插管多采

取经口方式［3］。非计划性拔管（UEX）是机械通气患者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若发现或处理不及时，会导致患者病情加

重甚至危及生命［4］。ICU 患者常因多种原因出现疼痛、躁

动、谵妄等症状，从而导致人-机对抗、意外拔管［5］。导管

固定不牢固是导致气管导管滑脱的主要原因，占意外拔管的

9.7%～47.3%［6］。临床操作者固定气管导管时因自我防护常

需要戴手套，往往因为手套被胶布粘贴而影响操作，但摘除

手套又失去了自我防护。经口气管导管的固定方法及材料

多种多样，如何做到既注重导管固定的牢固性，同时又兼顾

患者的舒适性和护理的便捷性已经成为 ICU 护士关注的重

点。本院呼吸重症医学科采用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固定经

口气管导管，效果良好，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15 2 0500287.4），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采用目的抽样研究方法，选择 2015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2 月入住本院呼吸内科 ICU行经口气管插管机械

通气患者 90 例。

1.1.1 纳入标准： ① 年龄 58～71 岁； ② 气管插管时间＞
24 h； ③ 门齿无脱落； ④ 意识清醒，能准确表达自我感受。

1.1.2 排除标准： ① 面部外伤； ② 口腔疾病； ③ 精神障碍； 
④ 有皮肤过敏史。

1.1.3 剔除标准：死亡或中途放弃治疗者。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查批准（审批号：2015-39），在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的前提下，将新研制的固定带应用于临床。

1.2 分组方法及处理：采用 SPSS 16.0 软件产生 90 个随机
数字并分好秩号，随机数字号码与患者插管后机械通气时

间先后次序相对应，数字相对应的秩号为 1～45 者纳入观察

组，秩号为 46～90 者纳入对照组。所有患者常规进行面部

清洁，镇静目标为 Ramsay 镇静评分 2～3分。

1.3 固定带的材料及尺寸：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采用尼龙
A级材质的背胶魔术贴（图 1），分 A、B 两面。勾面是较硬

带钩的刺毛、长 8.4 cm，毛面是细小柔软的绒毛状纤维、长 

48.0 cm。背胶面经高温涂加一层特制自黏胶水，上面粘贴

离型油纸。气管导管固定区于带端开叉（图 2-1），勾面 1区

开叉带长 3.0 cm、宽 1.0 cm，毛面 1区开叉带长 10.0 cm、宽 

1.0 cm；固定带连接区（图 2-2）长 42.0 cm、宽 6.0 cm；牙垫

固定区（图 2-3）镂空部长 1.4 cm、宽 1.4 cm；固定带连接区

镂空部分（图 2-4）方形镂空长 10.0 cm、宽 3.0 cm。婴幼儿

固定带尺寸相应缩小。

1.4 试验方法：将气管导管置于患者口腔正中，牙垫置于上
下臼齿之间。对照组用两条传统长胶布缠绕气管导管和牙

垫，交叉固定于两侧面颊部，最后取寸带约 70 cm，采取双套

结法固定在气管导管和牙垫上，然后绕过患者耳廓上方，在

颈部打结，松紧以置入一指为宜，剪去多余寸带。观察组于

气管插管前将固定带置于患者后颈部。插管成功后，将自制

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牙垫开口区放置于牙垫上，撕去 3区背

胶面上的离型油纸，用力将背胶与牙垫压合，使固定带固定

在牙垫上（图 3A）。撕去 1区背胶面上的离型油纸，交叉固

定于导管门齿刻度处（图 3B）。固定带 1区毛面交叉粘贴于

固定带 1、3 区域勾面上即完成固定操作。将患者耳廓置于

镂空区，固定时注意松紧适度，以容纳一指为宜。导管固定

后摇晃并上下提插气管导管，观察导管松动移位情况，以测

试胶带和固定带的固定强度［7］。

图 1 自制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实物图

 两组患者均接受每日 3次的口腔护理［8］，每次护理过程

中左右口角交替安放气管导管，护理完毕更换牙垫位置。对

照组重新予以胶布寸带固定，如寸带胶布污染、松脱则随时

更换。观察组将固定带勾面和毛面分离，从耳廓下方、颈后

绕过重新固定，口腔护理完毕将耳廓置于固定带镂空区重新

进行勾面、毛面的黏合。

1.5 检测指标及方法
1.5.1 气管导管固定效果评价标准［9］： ① 无移位：导管距
门齿或口角的距离无变化； ② 轻度移位：导管上下移位在

0.5 cm 以内； ③ 中度移位：导管上下移位在 0.5～0.8 cm， 

未引起脱管或导管下滑而影响右肺通气； ④ 重度移位：脱

管或导管下滑，阻塞右侧支气管。

注：1为气管导管固定区，2为固定带连接区，3为牙垫固定区， 
4 为固定带镂空部分

图 2 自制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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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为牙垫固定，B为导管固定

图 3 自制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临床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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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皮肤并发症：将面部胶布粘贴处及颈后固定带处皮
肤状况分为完好、红肿、破损［10］。

1.5.3 患者舒适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适用于清醒 
患者）［11］分为 10 个等级，0级为舒适，5级为能耐受，7级为

不能耐受，10 级表示极为不适。

1.5.4 护理工作量及满意度：记录两组患者 5 d 内的护理工
作量，以及护士对不同固定方法口腔护理便捷度的满意度。

1.6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 Kolmogorov-Smirnov 法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采用 t检验，方差不齐采用
Satterthwate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有序

分类变量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90 例患者中有 7例因死亡或中途放
弃治疗而被剔除，均以新病例补充；其中男性 75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63.16±4.29）岁；基础疾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COPD）56 例，肺癌 16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CAP） 

14 例，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 4 例。对照组 45 例，观察组 

4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插管时间、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血清白

蛋白（Alb）水平、镇静及约束等基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一般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2.2 两组气管导管固定效果比较：对照组发生导管轻度移
位 6例、中度移位 2例、重度移位 1例，观察组未发生导管移

位和脱落，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44，P＝0.003）。
2.3 两组皮肤并发症比较（表 2）：对照组发生面部皮肤红
肿 39 例、破损 6例，颈后皮肤红肿 36 例、破损 2例；观察组

面部未见皮肤并发症，仅 2例颈后皮肤出现红肿现象。观察

组皮肤并发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均 P＜0.01）。
2.4 两组舒适度比较（表 2）：对照组 24 例患者不能耐受、
8例极为不适；观察组 9例患者不能耐受、4例极为不适，耐

受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2.5 两组护理工作量比较（表 3）：观察组更换固定带次数
及单次更换固定带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均 P＜0.01）。

表 1 不同气管导管固定方法两组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插管时间 
（h，x±s）

APACHE Ⅱ 
（分，x±s）

Alb 
（g/L，x±s）

Ramsay 评分 
（分，x±s）

基础疾病（例）

男性  女性 COPD 肺癌 CAP 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

对照组 45 36 9 61.0±9.7 121.0±15.5 17.1±5.7 33.1±2.9 2.6±0.4 26 9 8 2
观察组 45 39 6 61.4±9.1 116.6±16.7 16.6±6.3 32.1±3.5 2.5±0.5 30 7 6 2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lb 为白蛋白，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AP 为社区获得性肺炎

表 2 不同气管导管固定方法两组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患者皮肤并发症、舒适度及护士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面部皮肤（例） 颈后皮肤（例） 舒适度（例） 满意度（例） 满意率
（%）完好 红肿 破损 完好 红肿 破损 舒适 能耐受 不能耐受 极为不适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照组 45   0 39 6   7 36 2 0 13 24 8   0 15 20 10   33.3
观察组 45 45   0 0 43   2 0 0 32   9 4 39   6   0   0 100.0
Z /χ2 值 9.173 7.549 3.695 8.259 11.25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不同气管导管固定方法两组经口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患者每日护理工作量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更换固定带 
次数（次）

单次更换固定带 
时间（min）

对照组 45 3.86±1.18 15.78±1.89
观察组 45 1.89±0.77 a 10.31±1.47 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

2.6 两组护士满意度比较（表 2）：护士对传统医用胶布加
寸带双套结法固定气管导管的满意率为 33.3%，明显低于观

察组 100%的满意率（P＜0.01）。
3 讨 论 

 UEX 发生率是评价 ICU监护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传

统医用胶布加寸带双套结法固定气管导管的固定外力主要来

自胶布的黏性和寸带的捆绑力，受汗液及口腔分泌液浸润的

影响，胶布易失去黏性发生移位甚至脱落。如患者发生躁动、

翻身等情况，寸带易滑脱，导致导管向外、向内移位。这也是

本研究中对照组导管轻、中度移位的主要原因。两组患者都

在咪唑安定镇静下附加双手腕关节约束，对照组 1例导管重

度移位是因患者感觉不适，在床头抬高的情况下通过移动身

体和头部使手触碰到导管而自行拔管。Jiang 等［12］发现，分

别有 57%和 35%患者在身体约束和镇静过程中发生UEX。

有研究报道UEX以夜间更为多见［13］，本研究对照组这一病

例恰恰发生在护理人员配备和经验相对不足的夜间。观察

组将后脑和颈部作为受力部位，形成导管 -固定带 -受力 

部位相对稳定的三角几何结构，依靠环颈固定带持续稳固的

拉力固定导管。由于固定带黏合牢固密合，承受横向拉力为

850 g/cm2，剥离强度为 250 g/cm2，因此未发生 UEX。

 面部皮肤受损主要是由于胶布黏附、撕脱及胶布中化

学物质刺激造成，加之十字交叉固定法的张力性牵拉，使面

部皮肤张力性改变，导致面部皮肤损伤率较高。另外，浸湿

胶布频繁更换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皮肤的损害。寸带易

形成条索状，浸湿污染后变干变硬，更易引发皮肤勒伤。因

此，本研究对照组出现 36 例颈后皮肤红肿、2例破损，是因

患者颈后脂肪堆积且多汗，寸带与皮肤摩擦而造成。新型气

管导管固定带采用尼龙 A级材质，非常柔软，形状扁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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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牵拉损伤面部皮肤的危险因素，其颈后部分与皮肤紧贴

且接触面积大，局部压力减小，除 2例肥胖多汗者因反复摩

擦颈后皮肤出现红肿外，其余患者未出现皮肤并发症。

 气管插管患者呈持续强迫张口状态，口腔颌面部肌肉极

度疲劳；因担心导管脱出，应用胶布固定时往往过度牵拉，

从而加重了面部不适感；更换胶布时，易撕扯皮肤毛发，造

成患者不适。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的松紧度可调节，患者面

部无牵拉感，不易产生压痕，外观清洁美观；更换时简单易

行，不会增加患者疼痛感；固定带颈后部分与皮肤接触面积

增大，压力明显减小，减少了皮肤并发症的同时又增加了患

者舒适度，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王金荣等［14］研究显示，ICU 医院感染以 VAP 为主。

ICU 患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病房患者，应加强对 VAP

的护理［15］。Eom 等［16］研究表明，口腔护理是预防 VAP 的

重要措施。因人力资源缺乏，最佳口腔护理频次至今尚未达

成共识。唐慧婷等［17］ 调查发现，采用每日 3次的护理频次

是上海市三甲医院 ICU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的常用方法，

这比较符合国内现状，故本研究也采用每日 3次的口腔护理

频次。在每次口腔护理时都涉及到更换固定的操作，对照组

胶布加寸带法存在寸带难解、撕除胶布时需轻柔缓慢以减

轻患者面部皮肤疼痛和损伤的问题；除每日 3次固定不变

的频次外，胶布潮湿时也需及时更换。观察组新型气管导管

固定带反复开合可达 10 000 次，且二次粘贴不影响其强度，

可在水中保持 50%的拉力，干燥后完全恢复，可减少由于胶

布潮湿失去固定效果而被更换的频次。另外，新型固定带只

需在口腔护理前调适位置即可清洁口腔，如有污染则在口腔

护理后再更换，且操作简便易行。因此，应用新型气管导管

固定带时的口腔护理是在气管导管固定牢固的状态下进行，

便于护士操作，无意外脱管风险，操作时间明显缩短，从而减

少了护理工作量，特别是在夜班和护士人力资源相对不足

时。此外，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解决了操作者为患者进行口

腔护理的后顾之忧；固定时无需顾虑胶布粘贴手套影响操

作而摘除手套失去自我防护；患者面部可随时保持清洁，患

者和家属更易接受，对护理的满意度更高；提高了护士对气

管导管固定方法的满意度，本研究中测评结果显示，观察组

的满意率达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3.3%。

 新型气管导管固定带固定精确，可减少脱管，不易造成

面部皮肤损伤，操作简便、省时，减少护理工作量。另外，护

士可根据患者情况随时增加口腔护理频次，减少 VAP 发生。

安全感和舒适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气管导管固定的安全有效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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