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5 月第 59 卷第 15 期

中药涂擦预防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的疗效观察
朱恩兰

孙利华银

郑

红

周云霞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中心袁浙江杭州

310003

[摘要] 目的 观察中药涂擦预防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的疗效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本院脑病

中心住院袁入院时压疮 Braden 风险评估臆18 分的 120 例患者袁根据住院先后顺序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对
象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60 例袁两组患者均给予预防压疮常规护理措施袁观察组以活血化瘀方中药涂擦

在医疗器械压迫部位袁对照组以水胶体敷料贴敷在医疗器械压迫部位遥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使用医疗器械例次尧
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率尧发生时间尧压疮分期尧护理满意度及依从性遥 结果 观察组使用医疗器械 272 例次袁
对照组使用医疗器械 275 例次遥 观察组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曰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依从性为 100.0%袁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89.2%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中药涂擦能有效降低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的发生率袁有较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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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rubbing in preventing pressure ulcers associ鄄

ated with medical device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pressure ulcer Braden risk assessment 臆18 points ad鄄
mitted to the encephalopathy center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or鄄

der of hospitalization,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pressure ulcer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plied Huoxue Huayu Recipe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compression site of medical devic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hydrocolloid dressing on the medical device compression site. The number of medical devices
used,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device -related pressure ulcers,the time of occurrence,the pressure ulcer stage,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medical devices for 272
tim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medical devices for 275 time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medical device-related pressure

ulcers and the severity of pressure ulc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complia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89.2%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 rubb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device-related pressure ulcers and has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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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国国家压疮咨询委员会渊National pres鄄

或治疗的医疗器械而导致的压力性损伤袁损伤部位形

损伤指南袁提出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渊Medical device

医院获得性压疮的 27.9%[2]遥 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会

sure ulcer advisory panel袁NPUAP冤发布的最新压力性

related pressure ulcers袁MDR Pus冤指由于使用用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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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通常与医疗器械形状一致[1]遥有研究表明袁MDR Pus占
导致患者皮肤溃烂袁并产生其他严重并发症袁严重者
可致死[3]遥 神经外科造成患者压疮首位的医疗器械是

头托及体位架袁其次为气管导管尧心电导联线[4]遥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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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5]袁当患者存在神经系统疾病尧表达障碍尧语
言功能障碍等情况时袁MDR Pus 发生风险升高遥 而神
经内科收治的患者多存在肢体运动感觉障碍尧意识障
碍尧瘫痪尧吞咽困难等袁MDR Pus 发生风险高遥 本研究
以脑病中心患者为研究对象袁使用中药野活血化瘀方冶
预防 MDR Pus袁效果良好袁现报道如下遥

1.2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本院脑病中
心住院袁入院时压疮 Braden 风险评估臆18 分的 120例
患者遥 根据 2014 国际叶压疮预防和治疗院临床实践指
南曳[6]袁纳入标准院淤使用不同医疗器械尧意识清晰尧表

局部悬空尧减轻压力的作用遥 榆加强营养袁给予营养价

达流畅尧无认知功能障碍者曰于压疮 Braden 评分臆18
分曰Braden 评估量表由 Braden 和 Bergstrom 制定袁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压疮预防评分量表[7]袁该量表包含
6 个压疮发生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袁即感觉尧皮肤潮湿尧

活动情况尧运动能力尧营养状况尧摩擦力/剪切力遥 此
6 个项目袁每项评分为 1耀4 分袁仅摩擦力和剪切力分
为 3 个分值袁量表总分为 6耀23 分遥分数越低表示发生
压疮的危险性越高袁累计得分臆9 分为压疮发生极高
危者袁10耀12 分为高危者袁13耀14 分为中危者袁15耀18
分为低危者曰盂年龄 18耀80 岁袁愿意配合检查尧治疗及
疗效评定者曰榆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签订野知情同意书冶
者遥 排除标准院淤严重感染尧恶性肿瘤尧肾功能衰竭尧心
功能衰竭等者曰于血糖水平不稳定者[8]曰盂某些特征人
群如孕妇等者遥 剔除尧终止尧脱落标准院淤纳入后发现
不符合纳入标准或未按试验方案规定治疗者为剔除

病例曰于治疗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袁或并发其他疾病袁
不能坚持治疗者为终止病例曰盂经知情同意尧并筛选
合格进入试验的患者袁因故未完成本方案所规定的疗
程及观察周期为脱落病例遥 本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袁根据叶赫尔辛基宣言曳要求袁本研究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

观察组给予预防压疮一般护理院淤保持床单清
洁尧整齐尧无碎屑袁及时更换污染的床单袁取舒适卧位遥

于保持皮肤清洁尧干燥袁每日早晚擦身袁擦洗时不可用

力袁以免损伤皮肤遥 及时清理大小便袁及时更换潮湿的
被服遥 盂避免局部受压袁实施有效的翻身袁每 2 小时翻

身一次袁卧气垫床袁使用三角枕尧软枕等辅助工具起到
值高尧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遥 进食困难者尽早采用肠

内营养袁必要时使用静脉高营养遥 虞使用的医疗器械
均遵照厂商意见袁保证器械型号与患者匹配袁且佩戴

松紧度适宜[9]袁在不造成额外压力的情况下防止脱落遥
愚局部压力超过 69.75 mmHg袁持续受压时间大于 2 h

将引起不可逆性的皮肤损害[10-11]遥 每 4 小时评估 1 次
医疗器械下面和周围的皮肤袁观察有无压疮的发生遥

舆每 4 小时调整一次医疗器械压迫的位置袁保持压迫
部位皮肤的清洁干燥遥 余定期尧定人进行医疗器械的
检查尧维修及校验遥 将医疗器械下面的皮肤先用 0.9%
氯化钠溶液清洗袁待干燥袁用干棉签涂抹野活血化瘀

方冶袁超过医疗器械受压面积 2 cm袁每天两次遥 对照组
除一般护理外袁将医疗器械下面的皮肤先用0.9%氯化

钠溶液清洗袁待干燥袁根据受压部位和面积裁剪水胶
体敷料后贴上袁超过医疗器械受压面积 2 cm袁5耀7 d

更换 1 次袁遇到潮湿或脱落随时更换遥 两组实施护士
均接受相关培训袁 保证实施过程中两组患者接受不
同的护理措施袁避免两组之间的沾染因素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有研究发现[12]袁治疗时间 2 周以上的患者 MDRPI

发生风险更高遥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使用医疗器械第
7 天尧第 14 天尧第 21 天袁使用医疗器械例次尧医疗器

械相关性压疮发生率尧 相关性压疮发生时间尧压疮分
期尧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等情况遥

淤根据美国国家压疮咨询委员会渊NPUAP冤公布

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袁每组各 60 例遥 因患者未完成

的最新分期 [1]院1 期院完整皮肤的指压不变白红斑曰2

观察组获得有效数据 55 例袁对照组获得有效数据 56

色或红色尧湿润袁也可表现为完整或破损的浆液性水

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局部也可有腐肉和渊或冤焦痂曰4 期院全层皮肤和组织

观察而出院袁观察组失访 5 例袁对照组失访 4 例袁最终
例遥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

n

观察组

60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60

性别

年龄

男

女

34

26

37

23

0.310
0.577

疱曰3 期院皮肤全层缺损袁可见肉芽组织或创缘内卷袁
缺损形成的溃疡袁可见筋膜尧肌肉尧肌腱尧韧带尧软骨或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期院部分皮层缺损伴真皮层外露袁创面是有活性的尧粉

渊x依s袁岁冤

69.23依13.04
63.30依12.97
0.393
0.695

骨外露袁也可有腐肉和渊或冤焦痂遥 不明确分期被掩盖
干预前 Braden

的全层皮肤和组织缺失遥 深部组织损伤持续指压不变

评分渊x依s袁分冤

白的深红色尧褐红色或紫色变色遥 根据指南袁医疗器械

14.30依2.47

相关性压力性损伤可以根据上述分期系统进行分期遥

0.780

查袁包括认知程度尧舒适程度尧护士服务共 15 分袁分值

14.18依2.08
0.280

于满意度院治疗结束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满意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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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遥 盂依从性院依据患者在住院期

7 例次渊2.59%冤袁3 期压疮 0 例次渊0.00%冤袁总发生率为

防护理冤尧部分依从渊部分执行医嘱袁能间断进行预防

压 疮 4 例 次渊1.45%冤袁3 期压疮 10 例次渊3.63%冤袁总发

6.98%曰对照组发生 1 期压疮 14 例次渊5.09%冤袁2 期

间预防措施应用情况分为完全依从渊能遵医嘱进行预
措施冤尧不依从渊不能主动积极配合治疗袁需反复沟通

生率为10.18%遥 观察组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总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安抚冤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袁 计数

表 3 两组患者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率比较[n渊%冤]

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曰两组预防效果比较

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曰计量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独

组别

例次

观察组

272

12渊4.41冤

275

对照组

立样本 t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1期

字2 值

14渊5.09冤

2期

3期

7渊2.59冤

0

4渊1.45冤

19渊6.98冤

10渊3.63冤 28渊10.18冤
9.601
0.008

P值

2 结果

总发生

2.1 两组具体使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及例次比较

2.3 两组患者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时间比较

56 例袁使用医疗器械 275 例次遥 见表 2遥

天袁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时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两组患者使用医疗器械第 7 天尧第 14 天尧第 21

观察组 55 例袁共使用医疗器械 272 例次袁对照组

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2.4 两组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比较

表 2 两组具体使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及例次比较
使用中医疗器械种类

观察组满意 52 例渊94.5%冤袁较满意 3 例渊5.5%冤袁

观察组渊n=272 例次冤 对照组渊n=275 例次冤

无创呼吸机面罩

0

0

1

1

1

吸氧面罩
氧气面罩系带
鼻导管

49

51

10

11

30

输液管路的肝素帽
PICC 导管圆盘
CVC 导管底座

气管套管
持续使用的血压计袖带
心电监护电极片

Pus 的概念袁临床对 MDR Pus 的关注度逐渐增加袁国内

0

美国国家压疮咨询委员会 2016 年提出了 MDR

外研究得出 MDR Pus 患病率为 0.85%耀34.00%[13]遥 目

0

11

11

37

44

前临床应用的医疗器械种类众多袁材质不一袁虽然厂

34

37

心电监护导联线

20

1

26

血氧饱和度仪

3 讨论

17

0

气管插管

照组的 89.2%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5遥

6

23
20

导尿管

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依从性为 100.0%袁明显高于对

8

10

鼻胃管

意 7 例渊12.5%冤袁不满意 6 例渊10.7%冤袁差异有统计学

28

16

约束工具

不满意 0 例渊0.0%冤曰对照组满意 43 例渊76.8%冤袁较满

1

商尽可能的选用舒适度高尧弹性好的软性材质袁但仍
有部分医疗器械采用或必须采用钢性材质袁并且需要

43

紧密佩戴袁增加了 MDR Pus 发生的危险因素遥 且医疗

2.2 两组患者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率比较

器械造成的压疮解剖位置特殊袁多见于头面尧颈部等

观察组发生 1 期压疮 12 例次渊4.41%冤袁2 期压疮

缺少皮下脂肪保护的部位[14-15]遥有证据表明袁医疗器械

表 4 两组患者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发生时间比较
组别

例次

观察组

272

是
5

275

对照组
字2 值

第7天

4

否

是

271

7

267
0.124

7

0.724

P值

第 14 天

否

是

268

15

265
0.000

第 21 天

7

否

265
2.940

1.000

260

0.086

表 5 两组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比较[n渊%冤]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n

55
56

满意
52渊94.5冤
43渊76.8冤

较满意
3渊5.5冤

7渊12.5冤

不满意

总满意度

依从

0

55渊100.0冤

55渊100.0冤

8.440

6.230

6渊10.7冤

0.037

P值

176

50渊89.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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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渊89.2冤
0.012

部分依从

不依从

0

0

6渊10.8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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