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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敷料与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对深静脉置管后 

轻度感染疗效观察 

林 文 王 凯 马丽红 任海燕 高 源 

摘 要 目的：观察总结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与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对深静脉置管后轻度感染的疗效。方法：将本组 64例病人随机分为试验 

组与对照组各 32例，试验组使用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换药 ，对照组使用无菌纱布敷料换药。结果：不同敷料换药对置管穿刺处轻度感染疗效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O5)。结论：使用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与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换药对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后轻度感染疗效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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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置管术是一项简便、有效、重要的临床护理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而导管感染是置管期间主要的并发症⋯ ， 

所以导管护理十分关键。我科为胰胆外科，危重病人多，术后 

病人往往需要长期全 胃肠外营养支持，多采用锁骨下静脉穿 

刺置管。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发现，使用纳米银医用抗菌敷 

料与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换药对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后轻度感 

染疗效明显优于使用普通无菌纱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9年 11月 一2012年 1月，我科住院行深 

静脉置管并发轻度感染病人 64例，男 3O例，女 34例。年龄 

45～76岁。均有穿刺处皮肤红肿，直径约 1 cm，并伴疼痛、瘙 

痒，所有病人均无寒颤、高热等全身症状。其中，急性胰腺炎 

病人 40例，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病人 9例 ，胰腺癌病人 1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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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病人 4例。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46例，颈内静脉穿刺置 

管 18例。所有病人单次置管时间20—40 d。将其随机分为 

试验组、对照组各32例，两组病人性别、年龄、病情、置管方法 

感染例数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操作人员戴 口罩、手套，按照外科手术伤口换药 

程序操作。如果伤口有分泌物与内层敷料有粘连，先用生理 

盐水浸湿后再揭去。如强行揭去，可造成穿刺管脱出及疼痛 

不适，再用 75％医用酒精 (使用含碘消毒品可以使纳米银敷 

料效力减弱)的棉签以穿刺点为中心，由内向外作螺旋消毒 2 

次，消毒面积要大于敷贴的面积 ，然后两组均使用消毒无菌棉 

签蘸取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均匀涂抹在穿刺处周围。试验组 

使用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使其敷料中央对准穿刺点敷贴 固 

定；对照组给予无菌纱布敷料覆盖置管口处，并使用无菌胶布 

固定。每 2 d换药 1次 ，换药时注意观察穿刺处皮肤红肿 、疼 

痛、瘙痒情况及有无全身症状，20 d后评定疗效。 

l_3 观察指标 深静脉置管 20 d后评定换药疗效。显效：穿 

3．3 舍尼亭作用机理 膀胱逼尿肌的收缩受胆碱能受体控 

制，舍尼亭是一类非选择性的胆碱能受体拮抗剂，它对膀胱有 

较强的亲和性 ，其抑制逼尿肌无抑制收缩的作用较强，而其副 

作用相对较低 ，仅有轻 、中度抗胆碱能作用，一般患者均能 

耐受，停药后即可消失，且价格便宜，不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舍尼亭能有效治疗导尿管漏尿，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患者的 

舒适感 ，增加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同时 ，减少床单的更 

换，从而减轻护士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不失为临床治疗 

导尿管漏尿的一种好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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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处皮肤红肿消退达 90％，无疼痛 、瘙痒感 ；有效：穿刺处皮 

肤红肿消退达60％，疼痛、瘙痒减轻，无全身症状；无效：穿刺 

处皮肤红肿无消退且有继续增大，疼痛、瘙痒加重且伴有分泌 

物并出现寒颤、发热等全身反应。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3．0统计软件，等级资料采用 

两独立样本的 Wi~oxon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0．05。 

2 结 果(表 1) 

表 1 两组病人换药效果比较(例) 

3 讨 论 

据统计 ，美国每年约 200万住院病人发生医源性导管感 

染，其中1／3是静脉导管感染所致 J，而来自皮肤的致病菌是 

深静脉导管感染的重要来源 ，在穿刺过程中或置管后经导管 

表面侵入血液者，约 占深静脉导 管相关性感染 的 27％ ～ 

30％ c3]
，所以，深静脉置管感染 中护理的主要 目标就是减少 

置管处感染的发生。 

本研究使用的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为银离子与泡沫敷料 

结构，银离子抗菌敷料可在大量吸收渗液、维持湿润环境的同 

时，不引起组织浸渍，为伤口提供最佳的愈合环境。其作用机 

理为：当穿刺口分泌物被敷料迅速吸收后 ，与硫酸银发生反 

应 ，银离子立即被释放入分泌物中，马上与细菌 DNA相结合， 

快速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有效发挥其抑菌作用 。复 

方多粘菌素 B软膏为硫酸多粘菌素 B、硫酸新霉素、杆菌肽和 

盐酸利多卡因组成的复方制剂，硫酸多粘菌素 B为多肽类抗 

菌药物 ，通过干扰细菌膜通透性与核糖体功能而导致细菌死 

亡，对革兰阴性杆菌 ，如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副大肠杆菌、肺 

炎克雷白杆菌、嗜酸杆菌、百 日咳杆菌及痢疾杆菌等有抑制或 

杀菌作用。硫酸新霉素是一种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本品对 

葡萄球菌属(甲氧西林敏感株)、棒状杆菌属、大肠埃希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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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菌属、变形杆菌属等肠杆菌科细菌有良好抗菌作用 】。 

杆菌肽为多肽类抗菌药物，为枯草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产生 

的环肽，通过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肽聚糖的合成，主要对 

革兰氏阳性菌，尤其对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各种链球菌 

抗菌活性强，对革兰氏阴性球菌和某些放线菌、螺旋体、阿米 

巴原虫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盐酸利多卡因为酰胺类局部麻 

醉药，其作用机制为阻止神经脉冲的发生、传导与传播，具有 

止痛的作用。 

本研究中试验组使用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加纳米银医 

用抗菌敷料，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改善穿刺处皮肤红肿、疼 

痛及瘙痒。而对照组使用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加无菌纱布 

覆盖穿刺处，虽然无菌纱布敷料具有较好的透气性，但是当穿 

刺口有分泌物时不能较迅速的吸收，为细菌的生长创造了条 

件，所以仍有6例无效并发全身感染，给予拔管处理，并经静 

脉使用抗菌药物后均好转。 

综上所述，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加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 

换药对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后轻度感染有显著疗效，虽然本组 

试验病例数较少及观察时间较短，但仍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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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成本核算与评估专题”征文通知 
医院的长足发展和良好运营，其医疗护理技术水平和服 

务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下成本的评估和核算 

也是医院持续蓬勃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护理管理者要加 

强对护理服务价值和护理服务成本的深入研究，并力争把护 

理成本核算的新方法应用于临床，降低住院患者的医疗费用，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为此，《护理实践与研究》编辑部于2012 

年进行相关文题征文．具体要求如下： 

明确，文字精练，结构合理，层 次清楚。题材不限，文字要 求 

3000字左右。 

投稿注意事项：(1)作者要登陆“护理实践与研究稿件函 

审系统”(http：／／www． yj．eom)投稿，并在文章中注明“专 

题征文”字样。(2)投稿时请留有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个人 

简介、联系电话及 电子信箱。(3)截稿 日期为 2012年 1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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