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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重症颅内感染护理的探讨
朱丽丽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江苏  盐城  224001）

0　引言

颅内感染在临床中具备发病较重、发展较快、病程较长

以及预后效果较差等特征，临床中死亡率最高约为 15%[1]。

持续腰大池引流是颅内感染的主要治疗方式，能够有效的改

善颅内异常的脑脊液，并持续引流到体外，从而实现对颅脑

的保护，缩短整个治疗周期 [2]。对此，为了更好的提高临床

干预水平，本文以我院部分采用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的患者

为例，探讨专项护理方法以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 40 例重症颅内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40 例患者中

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45 至 74 岁，平均（55.4±8.4）岁。

其脑室出血术后感染患者 17 例，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术后

感染 13 例，动脉瘤术后感染 5 例，其他感染 5 例。入选标准：

所有患者均接受持续腰大池引流干预；无严重脏器疾病或精

神疾病；对本研究知情同时签署参与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采用一次性腰大池穿刺引流包，采用 L3
至 L4 或 L4 至 L5 进行间隙穿刺，在局部麻醉下用特定的穿

刺针穿刺到蛛网膜下腔隙，并将软质的专用管道置入到腰大

池内部 8 cm 左右，导管的远端向着患者的头部，在存在脑脊

液流出时在引流管末端接入无菌脑脊液引流器，在引流袋上

连接流速阀门，应用常压闭式引流。腰大池引流的速度和高

度需要按照腰穿压力进行调整，抗生素采用脑脊液药物敏感

试验结果选择，采用鞘内注射，注射药物后夹闭引流液 4 h。

每天常规检查脑脊液，观察感染情况。

1.2.2　护理方法：①置管护理。在穿刺之前需要为患者提供

心理疏导，规避紧张、焦虑等情绪，假设患者颅内压比较高

可以采用 20% 甘露醇实现降颅压，对于不配合患者可以采用

适量镇静剂；②引流管护理。固定患者引流管并保证管道通

畅，腰大池置管成功之后将引流袋的高度控制在腋下线下 10 
cm 位置，固定穿刺点同时用大贴膜延长粘贴在引流管上，妥

善固定后放置在一侧小腹位置。因为衔接加用三通，可以开

关控制引流，同时在下方垫纱布，预防局部压疮。搬动患者

时需要注意引流管是否存在牵拉，夹闭时需要固定引流管，

协助患者更换体位预防导管脱出或其他意外发生；③引流液

护理。在引流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的引流液颜色、量以及性状，

跟注射药物之前对比引流液的性状变化情况，脑脊液正常为

无色透明，24 h 引流量正常为 150-300 mL；④鞘内注射护理。

帮助医生配置抗菌素制剂，鞘内注射操作过程必须以无菌为

基本要求，药物注射速度严格控制，在出现头痛、呼吸减缓、

血压提高以及意识障碍等情况时，应当及时开放引流并保持

颅内压稳定性；⑤并发症护理。腰大池持续引流常见并发症

涉及到颅内逆行感染、气颅、脑疝、马尾或神经根损伤等。

在治疗过程中必须保障所有护理操作均在无菌环境下进行，

包含引流袋、抗菌药、留取标本等过程。腰大池穿刺过程中

必须应用碘伏消毒，保持敷贴的干燥性，规避渗湿问题；⑥ 
拔管护理。在患者体温、临床症状以及脑脊液细菌培养均呈

现阴性时及时进行常规、生化检查，结果恢复正常后夹闭引

流管并及时拔管。

1.3　评价指标。统计患者的治疗效果、引流管时间、并发症

发生情况。治疗效果中治愈的评定标准：临床症状好转体温

恢复正常，连续 2 d 脑脊液检查结果正常，脑脊液病原微生

物培养呈阴性，外周血常规、CRP、PCT 等检查结果正常。

2　结果

40 例患者均治愈。40 例患者中最快在引流治疗后 1d 体

温恢复正常，平均恢复正常时间为（5.4±2.2）d。引流管平

均时间（11.2±1.5）d，40 例患者中有 2 例发生引流管堵塞，

通过重新穿刺置管与调整引流管位置后有效改善。1 例患者

因拔管后体位不正确发生脑脊液渗漏，通过体位调整、加压

包扎后渗漏停止，详情数据见表 1。

表 1　所有患者治疗情况

例数
治愈
例数

引流平均时
间（d）

并发症发生率

引流管堵塞 穿刺部位脑脊液渗漏 发生率

40 40 11.2±1.5 2 1 7.50%

3　讨论

颅脑手术是导致颅内感染的主要原因，同时颅内手术之

后感染是神经外科常见并发症类型，对于患者的预后影响较

大，如果处理不及时患者的死亡风险较高 [3]。持续腰大池引

流是临床中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会涉及到引

力液、拔管以及生命体征等监护任务，这一些任务都一定程

度的提高了护理服务在整个引流治疗中的影响力 [4]。在护理

工作中，护理人员的工作任务比较繁重，例如在引流管方面，

护理人员必须保障引流通畅性，在不通常时及时应用生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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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肠外营养时应及时给予冲管，将浓度较高和刺激性的药物

排在最后输入。③进行严格正确的封管，采用正确的正压封管，

防止拔针后导管出现血液反流的情况。

3.2　药液外渗的发生原因常由导管损害、蝶翼针固定松脱、

导管与输液连接口断开等导致药液进入皮肤组织，对其护理

措施为：①严格检查使用前的配套穿刺针 [4]。②在使用导管

过程中按照严格的规范进行冲管、封管，避免使导管堵塞。

③如果连接处发现松脱，应及时给予重新固定。④嘱患者在

穿刺后尽量减少大幅度的运动，避免针头脱落引起药液外渗。

3.3　感染，导致感染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导管冲洗不彻底引起。

导管的留置时间越长，感染发生的几率越高。对其护理措施

为：①对其进行严格无菌操作，对于间断输液患者在输液完

毕后及时拔出针头，选择适合患者的无损针头，并给予定期

更换。②保持穿刺部位敷料清洁、干燥，若出现红肿、触痛

等情况，嘱患者及时报告，并给予对症处理 [5]。③如果患者

出现感染的症状，应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同时采用 75% 酒

精进行纱布湿敷，如果连续治疗 5 天仍不见疗效，应及时拔

出导管，从新更换。本次通过对比，观察实验组的不良事件

发生率 6.12% 显著低于对照组 42.85%（P<0.05）；实验组的

满意度 97.59% 显著高于对照组 46.93%（P<0.05）。

综上所述，将优质护理服务可减少肿瘤患者应用植入式

静脉输液港（IVAP）治疗时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促进患者

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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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反复冲洗引流管，冲洗无效时必须重新穿刺 [5]。另外，在

鞘内注射过程中，必须做好并发症的控制，所有护理操作都

必须在无菌环境下进行，这也是对于护理人员的技术、安全

意识的要求 [6]。

本研究结果显示，40 例患者均治愈。通过本研究结果基

本可以明确对于颅内感染患者而言，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方

式具备显著的治疗效果，但是在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做

好全面性的护理管理工作，置管之前需要做好心理护理，置

管之后需要严密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状、量以及引流管的

工作情况，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病情变化情况，配

合医师做好无菌操作处理，开展鞘内注射敏感的抗菌素应用，

做好并发症预防工作，从而保障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重症颅内感染护理重要

性较高，采取置管护理、引流管护理、引流液护理等护理措

施可以更好的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是成功治疗的基本保障，

值得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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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做好充分的手术准备，有针对性的结合患者的具体情

况来对其进一步的健康和疾病治疗知识方面的宣教工作，具

体的指导患者如何在床上进行大小便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

3.2　对患者进行切实有效的术后护理：相关的护理人员要对

患者的生命体征、脉搏活动等一系列相应情况进行严密的观

察和监测，确保患者的呼吸道能够十分通畅，最大程度上规

避因为麻药的残留使患者产生呼吸抑制的问题。

同时，针对患者在手术后出现躁动的问题，要进行有针

对性的护理，如果对于患者的镇痛不足，或者苏醒不完全，

患者的体温低于正常水平，这些因素都很容易促使患者产生

苏醒期的躁动，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在患者有躁动问题发

生的时候，相关的护理人员就要进行科学合理并切实有效的

对患者提供高流量吸氧，在最大程度上使患者的保暖工作能

够良好维持，重视保暖，对于那些有着特别严重躁动症状的

患者，要切实有效的给予其镇痛、镇静手段。另外，对于患

者的呼吸道也要进行良好的护理。

4　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食管癌患者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优质护

理服务，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切实有效的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

行明显的改善，有效减少患者不良反应情况的发生，具体的

临床疗效十分明显，这样的方法值得在临床深入应用和大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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