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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园地

家属参与模式在PICC带管乳腺癌患者化疗间歇期中的应用*    

吴林秀1,应燕萍2△,王朋朋3,凌 瑛2,黄惠桥2,陈国连2,赵慧函3

(1.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南宁 530021;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 530021;3.广西医科大

学,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家属参与模式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带管乳腺癌患者化疗间歇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
择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住院的120例PICC带管乳腺癌患者,按照患者及其家属意

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60例。在化疗间歇期,对照组予以常规返院导管维护,观察组由患者家属居家进行导管维护。
比较两组患者自置管至拔管期间PICC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导管维护的依从性、导管留置时间的差异。结果:自置管至拔

管期间,观察组导管维护的依从性优于对照组,过敏性皮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张力性水

泡、穿刺口感染、导管脱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家属参与模式应用于PICC带管乳腺癌患者化疗间歇期中可提高患者导管维护的依从

性,降低过敏性皮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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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families’participationinthenursingcareinbreastcancerpatientswithPICCduring
thecourseofchemotherapy
WuLinxiu1,YingYanping2,WangPengpeng3,LingYing2,HuangHuiqiao2,ChenGuolian2,ZhaoHuihan3.
(1.GuangxiMedicalCollege,Nanning530021,China;2.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3.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families’participationinthenursingcareinbreastcancer
patientswithperipherallyinsertedcentralcatheter(PICC)duringchemotherapy.Methods:From May2015
toSeptember2016,atotalof120breastcancerpatientswithPICCwereenrolledanddividedintoacontrol
groupandanobservationgroup,with60casesineachgroup.Duringchemotherapy,thepatientsinthecon-
trolgrouproutinelyreturnedtothehospitalforcathetermaintenance,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
receivedcathetermaintenancebyfamiliesathome.TheincidenceofPICCcatheterrelatedcomplications,

cathetermaintenancecompliance,andcatheterindwellingtime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
sults:Frominsertingtoremovingthecatheter,thecomplianceofcathetermaintenancewashigherintheob-
servationgroup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whiletheincidenceofallergicdermatitiswaslower(P<0.
05).Nosignificantdifferencewasfoundintheincidenceofcatheterdislodgement,punctureinfection,cathe-
ter-relatedbloodstreaminfection,deepvenousthrombosisandcatheterindwellingtimebetweenthetwo
groups(P>0.05).Conclusion:Theparticipationoffamiliesinthenursingcareofbreastcancerpatientswith

PICCduringthecourseofchemotherapycould
improvethecomplianceofcatheter maintenance
andreducetheincidenceofallergicdermatitis.
Keywords family participation model;PICC;
breastcancer;catheter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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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in-
sertedcentralcatheter,PICC)是指由外周静脉穿刺

置管,使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或下腔静脉[1-2],该
方法操作安全、简便、成本低、使用时间久[3-4]。目

前,PICC已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中[5-6]。患者

治疗间歇期,需带管出院,但由于医疗知识缺乏、经
济拮据、交通不便、身体不适等原因,常不能及时进

行导管维护,增加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严重影

响后续治疗,且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时间定

期往返医院进行维护,增加了个人及家庭的负担。
为此,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于2015年

5月至2016年9月将家属参与模式应用于PICC带

管乳腺癌患者间歇期导管维护中,旨在为PICC带

管乳腺癌患者提供新的导管维护模式,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肿瘤科收治的120例PICC带管乳腺

癌患者,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18岁,使用PICC
进行化疗的乳腺癌患者;(2)出院时经检查无PICC
并发症;(3)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

配合参与研究;(4)首次行PICC置管,并在本院进

行置管、接受治疗及导管维护。排除标准:(1)置管

后不足7d即拔管或研究期间死亡的患者;(2)因转

院、随访期间无法联系等原因导致未完成全部干预

和数据收集的患者;(3)中途退出研究的患者。按照

患者及 其 家 属 意 愿 分 为 观 察 组 和 对 照 组,每 组

60例。本研究最终纳入112例患者,其中观察组失

访3例(1例死亡,1例转院治疗,1例中途退出),剩
余57例;对照组失访5例(3例死亡,1例转院治疗,

1例失去联系),剩余55例。两组患者年龄、民族、
婚姻状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年龄,x±s
民族
(汉/
其他)

婚姻
状况
(已婚/
未婚)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及以上)

病情
(早期/
中期/
晚期)

血栓史
(无/有)

置管
手臂
(左臂/
右臂)

置管静脉(贵
要静脉/肘正
中静脉/头静
脉/肱静脉)

观察组 57 50.1±12.6 44/13 57/0 6/30/21 5/35/17 54/3 10/47 51/3/1/2
对照组 55 53.1±11.1 39/16 53/2 5/19/31 4/32/19 51/4 13/42 49/3/0/2
χ2/t 0.996 0.576 - -1.856 0.564 0.002 0.637 -
P 0.318 0.448 0.239*  0.063 0.573 0.961 0.425 0.947*

    *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观察组患者家属57例,其中男40例,女17例;
年龄20~63岁,平均(39.6±12.6)岁;文化程度:大
学及 以 上 26 例 (45.6%),高 中 或 中 专 15 例

(26.3%),初中12例(21.1%),小学及以下4例

(7.0%);患 者 配 偶 28 例 (49.1%),子 女 14 例

(24.7%),父母5例(8.8%)、兄弟姐妹及其他10例

(17.4%)。
1.2 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器材包括Groshong三向瓣膜导

管(美国巴德公司生产,总长60cm,规格4Fr)、一次

性PICC换药包(美国3M 公司)、预冲式导管冲洗

器、Q-SyteTM分隔膜无针密闭型输液接头、液体敷

料等,相同材料均保证在型号、规格上统一,避免材

料选择引起偏倚发生。
1.2.1 对照组 (1)组建PICC导管维护小组:小
组成员包括1名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护师、3名主

管护师及1名在读护理研究生,均已通过PICC导

管维护培训,其中3名主管护师具有5年以上临床

工作经验,通过PICC专业知识与置管技能培训。
小组组建了患者及家属PICC导管维护QQ及微信

群,便于随访观察及健康教育。(2)置管及建立档

案:所有患者均由3名主管护师完成PICC置管。
置管后建立患者档案,记录导管的名称、型号、编号、
长度、穿刺时间、穿刺静脉、臂围、置管长度、导管外

露长度、患者一般状况、需要更换敷料及正压接头的

日期、穿刺点周围皮肤情况等。(3)常规健康宣教:
置管后由小组成员通过现场面授、图片、视频、动画

等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PICC置管护理知

识(环境要求、手卫生、更换贴膜技术、清洁消毒的方

法和技巧、封管及冲管技术及规范换药要点、观察并

发症技巧)、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定期换药的重要性;
患者出院后小组成员每周通过QQ或微信群询问患

者有无不适及并发症发生;每周上传PICC导管相

关知识,询问对发送内容有无疑问、建议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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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并记录。若患者未及时反馈,则通过电话、短信

等形式与患者沟通,鼓励其积极参与。(4)返院维

护:对照组每周常规返院维护,穿刺点每周换药

1次,以0.5%聚维酮碘消毒后覆盖无菌透明贴膜并

更换BD肝素帽,采取脉冲式冲管和正压封管。
1.2.2 观察组 组建PICC导管维护小组、置管及

建立档案、常规健康宣教同对照组。在常规健康宣

教的基础上,采用如下方法:(1)置管后小组成员向

患者及家属讲解PICC置管护理知识,规范演示导

管维护操作流程,观看视频,及时解答患者及家属提

出的问题。(2)导管维护时,若患者同意,每次允许

1~3名需培训的家属在旁观摩,家属须着装整洁、
洗手、带口罩及帽子。进行导管维护的小组成员边

讲解边操作,特别是重点、难点环节。(3)理论考核

(口述)。小组成员4次换药规范演示后,家属需口

述导管维护过程,小组成员向家属提问导管维护的

注意事项及要点,给予评分,不合格者重复上一步学

习,直至合格才能进入下一步培训。(4)练习及模拟

考核。口述合格的家属进入训练室,通过模拟道具

进行训练,小组成员在旁指导。在家属练习熟练时,
可申请在模拟道具上进行考核。不合格者继续重复

练习,考核通过者进入下一步培训。(5)独立操作及

考核。通过模拟道具考核的培训家属,在进行导管

维护时,与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维护全过程。出院前,
家属在小组成员的督导下独立完成换药操作2次,
并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出院时小组成员交给患者

及其家属导管维护需要的物品、PICC并发症随访问

卷及PICC家庭护理登记表。出院后每周由通过考

核的家属进行1次导管维护,再住院时收回PICC
并发症随访问卷及家庭护理登记表。(6)随访及健

康宣教。小组成员每周通过电话、QQ或微信群常

规随访及健康宣教,传送导管维护步骤的图片;对于

特殊需要的患者,视情况增加随访次数,必要时立即

返院护理;有条件的患者及其家属,小组成员可通过

与其视频,指导家属进行维护;患者入院再次治疗

时,成员仔细观察并询问导管维护情况,确认随访内

容并及时记录、修正。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置管至拔管期间导管维护的依从

性、导管留置时间、PICC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张
力性水泡、导管脱出、过敏性皮炎、穿刺口部位感染、
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深静脉血栓)。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PICC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过敏性皮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张力性水泡、穿刺口

感染、导管脱出、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
表2。
2.2 两组维护依从性比较

  观 察 组57例 患 者 按 医 嘱 应 进 行 导 管 维 护

1148次,其中3例患者未按时进行导管维护,缺失

频次9次;对照组55例患者按医嘱应进行导管维护

1042次,其中14例患者未按时进行导管维护,缺失

频次为35次。观察组从置管至拔管的缺失频次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3 两组置管时间比较

  观察组平均置管时间为(134.23±57.14)d,对
照组为(131.20±48.53)d,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0.302,P =0.763)。

表2 两组PICC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深静脉
血栓

过敏性
皮炎

穿刺口
感染

导管
脱出

导管相关性
血流感染

张力性
水泡

观察组 57 11(19) 4(7) 8(14) 5(9) 0(0) 4(7)

对照组 55 13(24) 12(22) 6(11) 4(7) 1(2) 2(4)

χ2 0.313 3.872 0.250 0.085 - 0.140

P 0.576 0.049 0.617 0.770 0.491* 0.708

            *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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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维护依从性的比较[n(%)]

组别 n/频次
前3次 第4次至拔管 开始置管至拔管

缺失人数 缺失频次 缺失人数 缺失频次 缺失人数 缺失频次

观察组 57/1148 0(0) 0(0) 3(5) 9(0.8) 3(5) 9(0.8)
对照组 55/1042 2(4) 2(0.1) 12(22) 33(3.2) 14(25) 35(3.4)
χ2 - - 5.264 16.855 7.735 18.395
P 0.239* 0.240* 0.022 0.000 0.007 0.000

          *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3 讨 论

  目前,PICC已被广泛应用于肿瘤患者治疗之

中,为肿瘤患者提供了一条安全、有效的静脉治疗通

路,避免化疗药物引起的血管损伤和反复穿刺的痛

苦,提高生活质量[7]。患者在化疗间歇期需带管出

院,出院期间能否对PICC进行及时、正确地维护直

接影响PICC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留置时间。
在国外,PICC带管出院患者可根据居住地及医疗保

险等,选择医院的门诊输液中心、就近的社区服务

点、私人诊所进行导管维护,还可以选择家庭护士上

门进行维护[8]。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社区医

疗发展还不够完善,目前PICC出院带管患者的导

管维护仍以返院维护为主,但由于医疗知识缺乏、交
通不便等原因,患者导管维护的依从性差。
  本研究中,观察组由患者家属居家进行导管维

护,可以减少患者及其家属往返医院的次数,节约患

者往返医院时间和费用,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负担;
可以消除或减小时间、天气、距离及交通等因素对患

者进行导管维护的影响,提高了患者导管维护的依

从性。此外,由患者家属居家进行导管维护,患者及

其家属的主动性高,同时在培训过程中,患者及其家

属会进一步认识到按时进行导管维护的重要性,强
化记忆导管维护的相关知识,有助于提高患者自我

管理能力以及导管维护的依从性。观察组中,进行

家属参与模式的家属多是患者的直系亲属,学习积

极性高,且学习过程会提高其自我维护能力和导管

维护的依从性,有助于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此外,本
研究26.3%患者家属是医务人员,有医学基础,无
菌观念强,可较容易掌握导管维护流程;45.6%的患

者家属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这有助于培训家属理

解培训的内容,进而保证家属参与模式在PICC带

管乳腺癌患者化疗间歇期中的应用。维护小组规范

化的培训及严格的理论、操作考核,多种健康教育方

式及随访方式的合理利用保证了家属参与模式的安

全性,控制了研究的质量。PICC无菌换药包的应用

减少了因无菌观念不强引起的导管并发症的发生,
也进一步规范了导管维护的步骤,促使导管维护的

同质性。

  对照组患者的导管维护依从性低于观察组,有
可能导致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对照组中

1例患者因离医院较远,13d未进行导管维护,当再

次入院时,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经过及时换药及抗

敏药的治疗,最后得到缓解,未影响治疗。两组比

较,对照组过敏性皮炎的发生率高于观察组。过敏

性皮炎发生与过敏体质、季节等有关[9],当天气炎

热,汗液分泌明显增多,会增加对置管处皮肤的刺

激,在不及时进行导管维护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过敏

性皮炎发生。
  家属参与模式在PICC带管乳腺癌患者化疗间

歇期中应用,可以避免交通、天气、工作、身体等对患

者进行导管维护的影响,提高患者进行导管维护的

依从性,降低过敏皮炎的发生率,不增高导管脱出、
穿刺口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深静脉血栓的发

生率,还可减少患者因往返医院进行导管维护的时

间,减少患者的医疗负担,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切实

的利益,提供了一种新的延续护理服务模式。患者

PICC置管后能否得到正确维护,直接关系到导管留

置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可见,培养合格的维护成

员、加强管理,是实施PICC带管出院的技术关键。
因此,在以后的培训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患者

及其家属前期培训及考核,与其建立良好的学习互

动关系,定期进行培训,随时通过 QQ群传达最新

PICC维护知识、常见并发症的处理经验,遇到突发

情况可随时解决,进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保证患

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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