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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护理
膀胱血块填塞的应用效果
林绍英
陈春燕
简素仪
广东省康美医院，广东普宁 515300
[ 摘要 ] 目的 研究改良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护理膀胱血块填塞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3 年
1 月～ 2018 年 10 月诊治的膀胱血块填塞患者 160 例分为改良组与普通组，各 80 例，改良组采用改良三腔
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方法，普通组采用普通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方法。评估清除血块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血块清除量、血块大小、应用冲洗液量、血块清除成功率以及并发症。 结果 两组患者发生血块填
塞的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但改良组彻底清除血块时间以及护理后患者尿色恢复正常的时间明显
短于普通组（P ＜ 0.05）；改良组患者清除血块大小以及血块量明显高于普通组，冲洗液用量明显少于普通
组（P ＜ 0.05）；改良组血块清除成功率显著高于普通组（P ＜ 0.05），尿路感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与普
通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改良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护理应用于膀胱血块填塞
可有效提高患者膀胱内部血块清除率，缩短清除时间，减少冲洗液用量以及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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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modified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combined with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for nursing bladder
blood clot tampo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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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odified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combined
with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for nursing bladder blood clot tamponade.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bladder blood clot
tamponad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Octo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modified group and
the common group, with 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modifi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ified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combined with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and the comm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mon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combined with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The time of blood clot removal was evaluated, and amount of blood
clot removal, size of blood clots, volume of irrigation fluid, successful rate of blood clot removal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e to blood clot tampona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However, the time of complete blood clot removal and the time of urine color recovery in the
modifi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mmon group (P ＜ 0.05). The size of blood clots and amount of
blood clo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mmon group, and volume of irrigation flui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mmon group (P ＜ 0.05). The success rate of blood clot removal in the modifi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mmon group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nd stenosi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mmon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Modified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combined with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nursing applied to bladder blood clot tampona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lood clot
clearance rate inside the bladder, shorten the removal time, reduce the amount of irrigation fluid and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Bladder blood clot tamponade; Modified three-chamber silicone catheter;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Blood clot clearance rate

近年来随着护理质量的不断提升，患者住院感

见症状：膀胱内血块 [1]。患者常表现为剧烈的膀胱

受以及护理满意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泌尿系统

性收缩性疼痛，尿道口滴血、排尿不畅或导尿管冲

肿瘤、外伤、结石、炎症和手术创伤均可引起一种常

洗不通畅等 [2]，对患者术后恢复以及身体健康产生

[ 基金项目 ] 广东省揭阳市卫生健康局医学科学技术研究立

极大困扰。临床上为解决膀胱血块填塞症状，除对

项项目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项目（揭市卫 [2019]66 号 255）
。

病因治疗外，还采取膀胱冲洗法等 [3]，但是常规膀胱

CHINA MEDICINE AND PHARMACY Vol.10 No.1 January 2020

187

·护理研究·

2020年1月第10卷第1期
表1

性别[n（%）]

组别

n

改良组

80

62（77.50） 18（22.50）

普通组

80

男

女

年龄（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血块形成原因[n（%）]
前列增生合并出血

肾损伤出血

膀胱炎出血

泌尿系肿瘤出血

50.26±4.67

23（28.75）

17（21.25）

20（25.00）

20（25.00）

21（26.25）

22（27.50）

18（22.50）

19（23.75）

58（72.50） 22（27.50）

51.43±5.03

χ2/t

0.533

1.525

0.863

P

0.465

0.129

0.834

冲洗法对于出血严重或者血块较大患者清除效果

麻醉后，改良组置入改良三腔硅胶尿管，尿管一腔

并不理想。有研究显示应用改良尿管、膀胱镜下采

与冲洗管路连接，另一腔与负压吸引装置相连接，

用电动负压吸引器能有效处理膀胱血块填塞

在气囊腔注入 0.9% 氯化钠注射液 25mL，一边通

[4-5]

，

为尽快清除血块，解决患者膀胱填塞，减轻患者痛

过负压吸引装置，调节尿管深度以及负压对膀胱

苦，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1 月～ 2018

内血块进行抽吸，一边通过冲洗管路连接 3000mL

年 10 月诊治的 160 例膀胱血块填塞患者采用改良

生理氯化钠溶液直接滴注入膀胱持续冲洗，待彻

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护理的效果。

底清除干净，并行床旁 B 超检查显示膀胱内无明

1

资料与方法

显血块后，对护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并发症对症

一般资料

处理。普通组：患者护理前处理同改良组，局麻后，

选 取 本 院 2013 年 1 月 ～ 2018 年 10 月 诊 治

将润滑好的常规 22F 三腔硅胶尿管置入膀胱，在气

的膀胱血块填塞患者 160 例。纳入标准：
（1）均因

囊腔注入 0.9% 氯化钠注射液 25mL，通过负压吸

泌尿系疾病或手术所致 膀 胱 血 块 填 塞；
（2）临 床

引装置对膀胱内的血块进行抽吸，待清除干净并

症状表现为血尿、导尿管堵塞等；
（3）患者知情同

通过 B 超确认后，再更换为冲洗管路用 3000mL 生

意。排除标准：
（1）器质性病变；
（2）尿路感染患

理氯化钠溶液继续进行冲洗，护理后的对症处理

者；
（3）尿道损伤或狭窄者。根据护理方法将患者

同改良组。

分为改良组 80 例与普通组 80 例。两组患者一般

1.4

1.1

观察指标
（1）血块清除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发生血块填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 1。

塞时间、彻底清除血块时间、护理后恢复正常尿色

1.2

诊断标准

的时间。（2）血块情况：比较两组患者膀胱血块填

患者有明显的下腹胀痛，部分患者存在血尿、

塞清除血块量、血块大小以及冲洗液用量。（3）血

排尿困难或留置导尿管被血块堵塞，经反复冲洗无

块清除成功率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血块清除标准：

效等症状，B 超检查显示膀胱内有积血。

冲洗液变澄清，导尿管引流通畅，患者诉下腹部胀

1.3

痛明显减轻，床旁 B 超检查结果显示膀胱内无明显

方法

1.3.1

材料器械

普通组：常规 22F 三腔硅胶尿

管、一次性使用无菌Ⅲ型冲洗管路、冲洗液为生理
氯化钠溶液。改良组：将普通组的常规 22F 三腔

血块。
1.5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

硅胶尿管进行改良，将尿管两个侧孔分别向远端

以 [n（%）] 表示，行 χ2 或连续性校正 χ2 检验（当理

及近端修剪延长，以接近尿管末端及气囊处为标

论数 T ≥ 5 且总样本量≥ 40 时，行 χ2 检验；当理

准，再 将 这 两 个 侧 孔 横 向 修 剪 至 距 中 线 处 3mm，

论数 1 ≤ T ＜ 5，且总样本量≥ 40 时，行连续性校

形成对称侧孔。需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改良，且注

正 χ 2 检 验）；计 量 资 料 以（ x ± s ）表 示，行 t 检 验；

意保护尿管末端球状面、气囊及冲洗液管路基本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构。负压吸引装置、一次性使用吸引连接管（一

2

端剪去绿色橡胶管，注意在无菌操作下修剪）。一

2.1

次性使用无菌Ⅲ型冲洗管路，冲洗液为生理氯化
钠溶液。
1.3.2

操作方法

结果
两组患者血块清除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发生血块堵塞的时间无统计学差

异（P ＞ 0.05），但改良组彻底清除血块时间以及
改良组：患者取低枕仰卧位，常

规消毒铺巾，对改良三腔硅胶尿管进行润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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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患者尿色恢复正常的时间明显短于普通组
（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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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块清除情况比较（x ± s）

表2
组别

n

发生血块填塞时间（h）

彻底清除血块时间（min）

护理后恢复正常尿色时间（d）

改良组

80

3.24±1.52

19.52±2.56

3.55±1.17

普通组

80

3.41±1.34

31.05±5.20

4.97±1.40

t

0.750

17.793

6.961

P

0.454

0.000

0.000

表4

两组血块清除率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n（%）]
血块清除率

n

组别

成功

术后并发症
失败

尿路感染

尿路狭窄

改良组

80

74（92.50）

6（7.50）

1（1.25）

2（2.50）

普通组

80

63（78.75）

17（21.25）

3（3.75）

4（5.00）

χ2/连续性校正χ2

6.144

0.256

0.173

P

0.013

0.613

0.677

注：血块清除率行 χ2 检验，术后并发症情况行连续性校正 χ2 检验
表3

两组患者血块情况比较（x ± s）

痛苦，影响冲洗进程 [11]。改良三腔硅胶尿管将常规

冲洗液用量

三腔硅胶尿管的左右两侧孔分别向远端和近端进

（g）

（L）

行修剪延长、横向扩大，形成两个扩大且对称的侧

120.48±50.53

2.67±1.06

孔，既保留了尿管末端球状面、气囊以及冲洗液管

102.66±30.82

3.34±1.16

路的基本结构，同时可以避免血块被抽吸时在侧孔

15.889

2.693

3.814

周围形成活瓣，该改良方法可将抽吸时形成的部分

0.000

0.008

0.000

负压转化为“剪切力”，将比较大且不容易吸出的血

清除血块大小

组别

n

（cm）

改良组

80

1.12±0.29

普通组

80

0.54±0.15

t
P

清除血块量

块剪切为小块，避免其堵塞导尿管 [12]，本研究显示
2.2

两组患者血块情况比较

改良组清除血块大小以及血块量明显高于普通组，

改良组患者清除血块大小以及血块量明显高

也验证了改良三腔硅胶尿管的这一特点。本研究

于普通组，冲洗液用量明显少于普通组，差异有统

将改良三腔硅胶尿管与负压装置联合进行护理，结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果显示改良组冲洗液用量、彻底清除血块时间以及

2.3 两组患者血块清除率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护理后患者尿色恢复正常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改良组血块清除成功率显著高于普通组

提示该方法可减少冲洗液用量以及血块清除时间，

（ P ＜ 0.05），尿路感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与普

缩短患者尿色恢复时间。负压吸引整个操作过程

通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与外界相通，可避免增大膀胱内容积 [13]；取材方便

3 讨论

且压力可调，减少膀胱黏膜造成的损伤，同时负压

近年来，随着外科手术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手

可持续，减少常规医用冲洗器的繁琐操作 [14]。负压

术医师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经尿道手术在泌尿系

吸引装置连吸引连接管，连接管另一端用无菌剪刀

疾病已得到广泛应用，如经尿道前列腺手术等，但

简单剪去绿色橡胶管后接改良三腔硅胶尿管吸出

经尿道手术常会使患者发生出血症状 [6]。在某些手

血块，其连接紧密，无出现漏气漏液现象，避免了应

术病例中，由于术中止血不到位或小动脉脱痂等原

用注射器抽 0.9% 生理盐水注入膀胱后再吸出血块，

因，引起严重出血，形成血块，使患者发生膀胱填塞

使得本以填塞的膀胱更加增大，加大膀胱破裂的风

情况 [7-8]。大量血块淤积在膀胱内，会使患者产生

险 [15]。利用冲洗管路接 3000mL 生理氯化钠溶液，

痉挛，阻碍排尿，不仅加重患者痛苦，且膀胱持续处

连三腔硅胶尿管另一腔口直接滴注入膀胱，可以起

于充盈状态，严重时会导致患者膀胱破裂 [9-10]，危及

到膀胱冲洗目的，这样边吸引膀胱内血块，边用生

生命。快速清除膀胱血块，进行有效止血，对于缓

理氯化钠溶液冲洗，可以减轻护士体力负担，避免

解患者痛苦，促进术后恢复意义重大。

用注射器抽取造成护士手部疲劳，又能有效地节省

常规三腔硅胶尿管在进行膀胱血块冲洗时通

时间，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了手术和麻醉的风险，减

常会出现血块堵塞尿管，反复更换尿管会加重患者

少患者痛苦，同时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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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改良组血块清除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尿路
感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与普通组比较差异无统

2016，22（1）：58-61.
[7] 周朋珍，宋德花，张宁，等 . 两例患者取卵术后膀胱出

计学意义，提示该方法可有效提高血块清除率，同

血致血凝块填塞的护理 [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6，

时对于患者二次伤害小。三腔硅胶尿管的改良以

22（8）：1140-1142.

及使用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可有效减少感染情

[8] 何运胜，刘晓波 . PKRP 术后早期出血致膀胱填塞原因分

况，同时其材质为硅胶，可避免金属操作对尿道以

析与防治策略 [J]. 临床误诊误治，2014，
27（7）：93-95.

及膀胱黏膜的损伤

[16]

。

[9] 陈 海云 . 持续膀胱冲洗液温度对患者膀胱痉挛的影

综上所述，改良三腔硅胶尿管联合负压吸引护
理应用于膀胱血块填塞可有效提高患者膀胱内部

响 [J]. 安徽医药，2017，21（10）：1921-1923.
[10] 黄燕华，林少虹，陈小娟，等 . 床边改良手动膀胱冲洗

血块清除率，缩短清除时间，减少冲洗液用量以及

清除血块的效果观察 [J]. 护理研究，2014，28（28）：

并发症，促进患者恢复。

352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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