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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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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流管的管理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当引流管受到意外暴力牵拉时，患者的约束与引流管的
固定并不能有效避免非计划性拔管（UEX）的发生。河南省人民医院护理创新团队为改变以约束和固定等传统
手段防止引流管脱管的现有技术，针对引流管脱出的根本原因进行干预，设计了一种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
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20 2 2843025.1）。卡套与卡环的设计在引流管受到意外暴力牵拉
时摩擦夹紧件通过机械闭合的方法夹闭引流管，达到引流管制动的目的，防止引流管的脱出。卡套和卡环的断
口设计可适用于不同管径的引流管，且蜂鸣装置在卡环进入卡套的瞬间启动，可警示医务人员脱管风险事件的
发生，进而使护士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理，是医用引流管的“保险丝”，旨在及时、有效地预防 UEX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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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n anti-pull device for medical drainag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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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drainage tub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ursing work. Patient restraint and tube 
fixation cannot effectively prevent unplanned extubation (UEX) when the tube is accidentally pulled by violence. The 
nursing innovation team of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designed a medical drainage tube anti-pull devic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of preventing drainage tube disconnecting by means of restraint and fixation, and 
to interfere with the basic cause of drainage tube disconnection, and obtained the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 (patent 
number: ZL 2020 2 2843025.1). The design of sleeve and clasp is that when the drainage tube is pulled by accidental 
violence, the friction fastener clamps the drainage tube mechanicall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raking the drainage 
tube and prevent the drainage tube from coming out. Card sleeve ring fracture design can be applied to drainage tubes 
of different diameters, and the buzzer device at the instant of the snap ring into the card set warning medical staff to the 
occurrence of risk events, so that the nurse can come in the first place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which is a fuse for surgical 
drainage tubes and is to timel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U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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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计划性拔管（unplanned extubation，UEX）是指各种导

管意外脱落或患者未经医护人员同意将导管拔出，也包括

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所致的拔管［1］。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病情危重，需要多种引流管道并存留置

以满足各种治疗及监测的需要，且多数躁动患者意识模糊，

致使 UEX 的发生风险较高［2］。UEX 不仅给患者造成一定

的生理损伤，使医患矛盾加剧，还占用医疗资源，增加社会经

济负担，严重时可危及患者的生命［3-6］；同时不良事件的上

报，也给临床护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避免 UEX 的

发生在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引流管的管理是 ICU 质量控

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环节［7］，既要注重导

管固定的安全性，同时又要兼顾患者的舒适性和护理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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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意外暴力牵拉时，其带动锥形卡环移动，摩擦夹紧件首

先进入锥形卡套内，随着持续前进，锥形卡套的内径变小，摩

擦夹紧件的咬合齿被挤压合拢，合拢后的摩擦夹紧件挤压引

流管并产生巨大的夹紧力，使得引流管进入卡套内无法继续

被牵拉移动，从而实现引流管的防牵拉功能。

3 优 点

3.1 引流管位移时报警 ：当医用引流管发生不明原因的位

移时，卡环进入卡套的瞬间，蜂鸣器随之启动。蜂鸣装置报

警声能够很好地警示 ICU 护士关注医用引流管的潜在脱管

风险，并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理，能够保障患者使用医用引

流管的安全，提高 ICU 护士的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量。

3.2 适配性强：带有断口及间隙的锥形卡环和锥形卡套，能够

适用于不同规格管径的医用引流管，不会出现无法套装的情况。

3.3 其他 ：防牵拉装置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可推广性强。

4 局限性

4.1 材质较硬的引流管不适用 ：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不

适用于材质较硬的医用引流管，如气管导管。因材质较硬，

需要的摩擦夹紧力过大可能会造成医用引流管损伤而增加

感染风险。

4.2 管腔较细的管道不适用 ：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不适

用于管腔较细的医用管道，如深静脉置管。因深静脉置管管

腔较细，大大降低了卡环摩擦夹紧件的咬合力，导致制动效

果降低。

4.3 不可重复使用 ：为保证医用引流管的制动效果，医用引

流管防牵拉装置卡环为一次性消耗品，需夹闭医用引流管丢

弃后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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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成为 ICU 护士关注的重点［8］。目前临床引流管的

维护主要采用约束手段，即用固定带和固定贴固定引流管的

方法［9-10］。因患者躁动而产生意外暴力牵拉引流管时，医务

人员或陪护人员并不能完全有效避免 UEX 的发生。河南省

人民医院护理创新团队针对引流管脱出的根本原因进行干

预，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改变了以约

束和固定等传统方法防止引流管脱管的现有手段，并获得了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20 2 2843025.1）。现将该

装置的结构、使用方法和优点介绍如下。

1 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的结构

 该装置包括宽度可折叠调节的固定带（图 1-1）和防牵

拉机构〔套接在引流管上的锥形卡环（图 1-2），以及设置在

固定带上的锥形卡套（图 1-3）〕。固定带起固定锥形卡套的

作用。锥形卡套两端贯通，远离固定带一侧的侧面沿其轴向

方向可断开，形成用于打开锥形卡套的直线断口，断口处设

置有各种规格的锁扣件（图 1-4）以适应各种型号管径的医

用引流管，卡环随着医用引流管位移到卡套内，摩擦夹紧件

（图 1-5）受锥形卡套的限制逐渐回拢至夹闭状态，从而起到

制动引流管的效果。且锥形卡套内侧面设有按压开关，固定

带上设有蜂鸣器（图 1-6），在卡环进入卡套的瞬间，蜂鸣器

随之启动，警示医务人员要注意有可能发生引流管脱管风险

事件，进而使 ICU 护士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带有直

线断口锥形卡环主要包括环形圈（图 1-7）和摩擦夹紧件，摩

擦夹紧件由咬合齿（图 1-8）、摩擦垫（图 1-9）、环形圈和弹

性夹（图 1-10）组成。环形圈环绕固定医用引流管，咬合齿

和摩擦垫增加了卡环整体与医用引流管间的摩擦力，加强了

制动效果，同时通过弹性缓冲片（图 1-11）防止了医用引流

管的受损。

2 使用方法

 按照下列步骤使用该产品 ：① 根据临床引流管放置的

实际情况，选择适当位置固定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的固定

带。② 在医用引流管固定过程中，ICU 护士将锥形卡套打开，

通过锁扣根据医用引流管的规格套设在锥形卡套内进行收

缩固定。③ ICU 护士将锥形卡环套设在医用引流管上，通过

环形圈收缩紧固医用引流管，其放置位置根据实际需求固定

在卡套前端 1～2 cm 处（近医用引流开口端），通过摩擦夹紧

件套装紧固在医用引流管上使之紧密贴合。当医用引流管

注 ：1 为固定带，2 为卡环（浅绿色整体部件），3 为卡套， 
4 为锁扣件，5 为摩擦夹紧件，6 为蜂鸣器，7 为环形圈， 

8 为咬合齿，9 为摩擦垫，10 为弹性夹，11 为弹性缓冲片

图 1 一种医用引流管防牵拉装置专利产品的整体示意图（A） 
及锥形卡环主视图（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