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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对预防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效果观察 

覃小冰，李 诺，甘慧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本研究中，在预防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护理中采取集束化护理，探究其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116 例早产儿，纳入接受集束化护理的早产儿 58 例,接受常规

护理早产儿 58 例。观察 2 组护理效果，对比 2 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气管插管留置时间及机械通气

时间。结果 接受集束化护理的气管插管留置时间及机械通气时间均短于常规组，接受集束化护理的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低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本研究中，在预防早产儿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护理中采取集束化护理，能够有效缩短气管插管留置时间及机械通气时间，同时降低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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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cluster nursing was applied to prevent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preterm infants, to explore its nursing effect. Methods 116 preterm infants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58 cases, receiving cluster nursing) and routine group (58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Observe the nursingeffect in 2 groups, and incid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dwellingtime of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Indwelling time of tracheal intuba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were shorter, and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was lower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P<0.05).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cluster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indwelling time of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n the prevention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preterm infa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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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
d Pneumonia，VAP）是指接受机械通气 48h 后发生

的肺炎及机械通气撤机、拔管后 48h 内出现的肺炎
[1]。出生胎龄小、体重低、机械通气时间长等是 VA
P 发生的高危因素[2]，严重可危及生命，有效的护理

方法可减少 VAP 的发生。为此，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我院的 116 例早产儿，采

取集束化护理，以探究其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纳入标准：胎龄（28～36+6 周）行气管插

管的早产儿；知情同意。 
（2）排除标准：转院、放弃、住院期间手术治

疗、有遗传疾病及先天畸形者。 
1.2 基础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住院期

间 116 例早产儿纳入接受集束化护理 58 例，接受常

规护理 58 例。2 组基础资料对比（表 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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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1.3 方法 
常规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具体为： 
呼吸机管道护理：采用一次性呼吸机管道,每七

天更换；口腔护理：每天清洁口腔 2 次；预防护理：

严格执行手卫生及无菌操作。气管插管的喉镜、呼

吸机流量传感器等使用后均用 75%酒精浸泡后晾

干；环境与空气消毒：空气消毒机消毒；采用雾化

器人工雾化后进行开放式吸痰。

表 1  基础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 分娩方式 体重（Kg） 胎龄(W) Apgar 评分 

  男婴 女婴 顺产 剖腹产    

集束化护理 58 30 28 30 28 1.53±0.50 31.4±1.97 8.83±0.95 

常规护理 58 27 31 31 27 1.46±0.63 31.2±2.40 8.46±1.18 

集束化护理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技能培

训，Aerogen 雾化器系统，密闭式吸痰等，具体为： 
（1）技能培训：对护理人员进行技能培训，通

过考核来评估其专业技能和实操能力。 
（2）呼吸机管道护理：采用一次性湿热交换器，

每天更换，确保进入到患儿体内的气体得到过滤，

有效保护呼吸系统。在有效期内更换周期越长 VAP
发生的几率就越低[3]。 

（3）预防护理：一人一物一消毒，专用抢救呼

吸囊。呼吸机的流量传感器使用前需用 3M 全能强

效多酶清洗液浸泡后再用 75%酒精消毒晾干，彻底

清除污迹，消毒效果更充分；呼吸机的呼气阀及气

管插管的喉镜每 7 天打包送到供应室消毒，可以杀

灭一切微生物，使其达到无菌水平，从而降低感染

风险。 
（4）口腔护理：每天用 2.5%SB 清洁口腔 3 次,

摇高床头 30 度，及时清除口腔分泌物。 
（5）促进有效排痰，保持呼吸道通畅：采用 A

erogen 雾化器系统雾化，可减少接触污染并使药物

更充分地作用到肺部,雾化并予拍背后予密闭式吸

痰。密闭式吸痰减少医护人员在操作时的污染机会,
降低感染风险。吸痰前调节负压吸引压力为 80-100
mmhg，吸痰前后调高吸氧浓度，尽快完成吸痰，时

间控制在 10-15S 内[4-5]。密闭式吸痰既有效地清除

气管插管内的分泌物又保持吸痰全程封闭状态,减
少 VAP 发生。 

（6）环境与空气消毒：每天早晚用 0.05%健之

素拖地、擦拭温箱。每七天更换温箱，温箱终末消

毒。 
1.4 效果标准 
对比 2 组气管插管留置时间、机械通气时间、

VAP 发生率。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6.0 软件中分析，定量数据先

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时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

位数 M[P25，P75]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秩和检验；计数资料如 VAP 发生率采用 χ2 检

验，并以率（%）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表 2  机械通气时间、气管插管留置时间、VAP 发生率（M[P25,P75]，n(%)） 

组别 例数 气管插管留置时间(d) 机械通气时间（d） VAP 发生率 

集束化护理 58 3.5 [3.0, 5.0] 13.5 [8.0, 30.0] 2(3.45%) 

常规护理 58 6.0 [3.3, 15.0] 23.0 [10.0, 43.0] 8(13.79%) 

z/χ2 - 3.790 2.070 3.940 

P - <0.001 0.039 0.047 

2 结果 
2.1 机械通气时间、气管插管留置时间 
集束化护理气管插管留置时间及机械通气时间

均短于常规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集束

化护理的患儿的 VAP 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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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有创机械通气是早产儿常用的生命支持技术，

继发 VAP 会增加机械通气时间,对患儿健康产生较

大影响[6-7]。VAP 是机械通气中常见的严重并发症，

其国内新生儿 VAP 发生率可达 4.7%～55.8%，故及

时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极为重要[8-9]。本研究中，采取

集束化护理的患儿的气管插管留置时间及机械通气

时间均短于常规组，采取集束化护理的患儿 VAP 发

生率低于常规组，2 组对比 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对比结果说明，在预防早产儿 VAP 的护理中

采取集束化护理，其干预效果优于常规护理，故该

护理方法可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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