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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导管固定装置固定静脉留置针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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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导管固定装置固定静脉留置针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至 9 月使用普
通透明敷料固定静脉留置针输液的 3 725 例患者为传统固定组，选择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使用导管固
定用敷料 A 型透气胶贴固定静脉留置针输液的 3 615 例患者为新型固定组。观察两组患者静脉留置针脱管率、
贴膜卷边再次更换率、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MARSI）发生率、医用黏胶过敏率、护士再次固定静脉留置
针尾率和患者满意度。结果  新型固定组静脉留置针脱管率〔0 比 0.75%（28）〕、贴膜再次更换率〔1.55%（56）
比 11.3%（421）〕、MARSI 发生率〔0 比 0.72%（27）〕、医用黏胶过敏率〔0.06%（2）比 0.72%（27）〕、护士再次固定
静脉留置针尾率〔3.54%（128）比 57.5%（2141）〕均明显低于传统固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新型固定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传统固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6.0%（3 576/3 725）比 78.6%（2 841/3 615），
χ2＝98.135，P＝0.015〕。结论  对静脉留置针输液患者使用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血管通路装置可以避免因
固定不良引起的并发症，减少护士工作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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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linically applying catheter fixing device to fix indwelling needle 
in vein.  Method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5, 3 725 patients using ordinary transparent dressing to fix th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or infusion were assigned in the traditional fixed group, while from Nov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3 615  patients  applying  catheter  for  fixation  and  using  dressing  A  type  ventilation  glue  to  fix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or  infusion were  taken as a new fixed group. The detachment  rate of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rom tube,  rate 
of again paste film change due to the curl of film edge,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adhesive-related skin injury (MARSI), 
rate  of  allergy  to medical paste,  rate  of nurse again  fixing  the  tail  of  th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and  rat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detachment  rate of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rom  tube  
[0 vs. 0.75% (28)], rate of again changing paste film [1.55% (56) vs. 11.3% (421)], incidence of MARSI [0 vs. 0.72% (27)], 
rate of allergy to medical paste [0.06% (2) vs. 0.72% (27)], rate of nurse again fixing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tail [3.54% 
(128) vs. 57.5% (2 141)] of new fixed group were obviously less than those of traditional fixed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all P  <  0.05);  the  rate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  of  new  fix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fixed  group  [96.0%  (3 576/3 725)  vs.  78.6%  (2 841/3 615),χ2 =  98.135, P  =  0.015],  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atients using catheter fixation device to fix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or infusion can protect the blood fluently flowing through the vascular pathway, avoid in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due to poor fixation, reduce the amount of nurse workload and elevate the rate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

【Key words】  Clinical fixation of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Catheter fixation device;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Satisfaction

  《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明确要求：在不

同疾病使用静脉治疗前，护理人员应评估患者的年

龄、病情、过敏史、静脉治疗方案、药物性质、治疗

时间等，选择合适的药物输注途径和静脉治疗工具，

评估穿刺部位皮肤情况和静脉条件，在满足治疗需

要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较细、较短的导管［1-2］。随着

静脉留置针的广泛普及和使用，临床上静脉留置针

尾部的固定方法多种多样，有医用胶带固定、卷绷

带缠绕绑带固定、手腕网状绑带固定、纱布包裹等，

这些方法均易造成留置针固定不牢固，护士如果频

繁更换留置针尾部固定黏胶就会增加不必要的工

作量［3-4］，有时固定不及时会发生脱管现象，大量使

用医用胶带固定部分患者会出现皮肤红肿等过敏反

应；卷绷带缠绕绑带固定会掩盖并发症的症状，影

响血液循环和输液速度，不利于临床治疗。面对这

些传统固定方法的弊端，需要寻找一种更合理的固

定方法以避免传统固定方法的缺陷应用于临床，现

报告我们研发出的一种能更好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

针血管通路的装置及其应用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普外一

科病房 2015 年 7 月至 9 月使用普通透明敷料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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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例数、护士再次固定静脉留置针尾部次数、医患

纠纷次数等。

1.3.2  患者满意度：采用本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评

价问卷表，并对该问卷表进行信效度的评价，问卷

表的表面、内容效度在中度以上相关条目信效度

为 100%，问卷分为非常满意（评分＞90 分）、满意 

（评分为 70～90 分）、一般（评分为 50～69 分）、不满

意（评分为 30～49 分）和非常不满意（评分＜30 分）

5 级，满分 100 分。满意度＝非常满意率 + 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静脉留置针固定方法两组患者临床效果

比较（表 1）：新型固定组静脉留置针脱管、再次更

换贴膜、MARSI、医用黏胶过敏、护士再次固定静脉

留置针尾的次数均明显少于传统固定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不同静脉留置针固定方法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表 1～2）：新型固定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传统固

定组（χ2＝98.135，P＝0.015），无医患纠纷发生。

3 讨 论

   《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

范》指出，一次性静脉输液钢针仅

限于单剂量输注非刺激性药物，且

不可留置，输液治疗一般小于 4 h，

输液时间一般在 3 d 以内［6-8］。根

据《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要求，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上使用广

泛［9-10］。几乎每例使用静脉留置针

的患者都会出现因留置针尾部固
图 1 导管固定敷料 

A 型透气胶贴
图 2 采用新型方法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

血管通路的装置

静脉留置针输液的患者 3 725 例为传统固定组，其

中男性 2 225 例、女性 1 500 例，年龄 61～89 岁，平

均（69.9±12.5）岁。选择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使用新型固定装置固定静脉留置针输液的患

者 3 615 例为新型固定组，其中男性 1 105 例、女性

1 510 例，年龄 60～90 岁，平均（70.9±12.9）岁。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说明两组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1.2  方法：操作者用酒精棉球清洁穿刺点及固定部

位，完全干燥后用皮肤保护剂擦拭固定部位，放置固

定垫［5］，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后取出固定帖，打开魔

术贴，揭去内面中心的背胶纸，将留置针尾部接头部

粘于背胶上，将魔术贴与留置针导管连接紧密，去除

固定帖底层的离型纸，将固定帖固定于患者皮肤适

当的位置。传统固定组使用普通透明敷料固定，新

型固定组使用导管固定敷料 A 型透气胶贴（图 1；

由吉林慧鑫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进行固定，

并保护静脉留置针血管通路装置（图 2）。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效果：比较两组患者静脉留置针脱管次

数、贴膜卷边再次更换次数、频繁更换敷贴引起医

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MARSI）例数、医用黏胶过

表 1 不同静脉留置针固定方法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静脉留置针脱管
〔次（%）〕

再次更换贴膜
〔次（%）〕

MARSI
〔次（%）〕

医用黏胶过敏
〔次（%）〕

护士再次固定静脉
留置针尾〔次（%）〕

医患纠纷
〔次（%）〕

传统固定组 3 725 28（0.75） 421（11.3） 19（0.51） 27（0.72） 2 141（57.5） 2（0.05）
新型固定组 3 615   0（0     ）   56（1.55）   0（0     ）   2（0.06）    128（3.54） 0（0     ）

χ2 值 27.277 287.188 18.487 20.896 2 498.937 1.94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64

表 2 不同静脉留置针固定方法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患者满意度评价〔例（%）〕 满意度
〔%（例）〕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传统固定组 3 725 3 000（80.5） 576（15.5） 149（  4.0）     0（0   ）   0（0   ） 96.0（3 576）
新型固定组 3 615 1 925（53.3） 916（25.3） 500（13.8） 200（5.6） 74（2.0） 78.6（2 841）a

注：与传统固定组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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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牢致使留置针脱落的现象，在高危患者的日常

护理工作中，翻身、更换床单和患者自主活动都极

易造成静脉留置针导管脱出，患者躁动不安、意识

障碍时也会因静脉留置针尾部固定不牢而造成导管

脱出，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额外费用［11］。

  护理质控对静脉留置针的固定很重视，特制

定了透明贴膜固定要求及操作流程，质控要求静脉

留置针尾部固定要高于穿刺点，高举平台法固定 

（桥式固定）要求培训到护理部每位护理人员，但静

脉留置针尾部固定不牢依然是共性问题，尤其是易

出汗的患者使用静脉留置针时，即便使用再多的胶

带都无法妥善固定好［12-13］，既不美观也会给患者造

成 MARSI，责任护士每天都会为患者更换留置针贴

膜，进行尾部的再次固定，极大地增加了工作量。固

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血管通路装置，以防发生血管

通路装置并发症和通路装置意外脱落，同时又不影

响对穿刺部位的评估、监测以及血液循环、药物治

疗［14］，可减少护士工作量，因而被研制并应用于临

床。但每个学者在研制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血管

通路装置时所使用的材料及方式均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临床上出现了多种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血管

通路的装置，这也为本研究固定并保护静脉留置针

血管通路装置的研制提供一定思路，我们在前人的

基础上加以改进而研制的装置效果更好。固定并保

护静脉留置针血管通路装置操作简单、固定牢固、

可视性强，有利临床观察；可防止黏合剂对皮肤造

成伤害；不压迫、不影响血液循环和输液速度［15］。

导管固定装置可替代传统的胶带固定，操作简单方

便，且采用分离设计，安装简便，可实现一步式拆除，

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后取出固定帖，打开魔术贴，揭

去内面中心的背胶纸，将留置针尾部接头部位粘于

背胶上，将魔术贴与留置针导管连接紧密，去除固定

帖底层的离型纸，将固定帖固定于患者皮肤适当的

位置［16-17］。

  导管固定敷料是一种专业的导管固定装置，可

代替传统的胶带固定，对临床上各种导管均可起到

良好的固定作用，保证引流、输液通畅，减少带管患

者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减

轻了患者不适，可有效减少导管微小移位引起的患

者牵拉痛苦，也可防止管道里的液体回流导致静脉

炎的产生。该产品由离型纸、底片和魔术扣组成，

离型纸和底片之间是低敏热熔胶，撕掉离型纸后可

直接贴在皮肤上，然后用上面的魔术扣来固定管路，

热熔胶的原理是刚接触皮肤的时候初始黏度不大，

随着接触皮肤时间延长，通过人体热度提升胶的黏

贴力。低敏胶可有效降低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引起的

临床过敏反应；且涂胶工艺是点胶涂法，这种方法

有效提高了产品的透气性和患者使用感官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新型导管固定

装置大大减少了护理负担，固定性好，安全性高，操

作简单，穿刺点及血管走向易于观察，临床应用中有

效减少了静脉留置针脱管次数，避免了患者输液过

程中因固定不良引起的并发症，有效避免了医护纠

纷，大大提高了护士临床工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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