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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瘘血管按压器在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压迫止血的应用

韦微光，唐喜宁，何联义，冯海兰，陈嘉怡＊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血透室，广西 南宁 530031

【摘要】目的：评估内瘘血管按压器在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压迫止血的应用效果。方法：择自

体动静脉内瘘患者 60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例。对照组纱布卷加弹力绷带压迫止血，观察组应用

内瘘血管按压器压迫止血，比较两组干预结局。结果：观察组皮下渗血、血肿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压迫时间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应用内瘘血管按压器对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进行压

迫止血，可缩短压迫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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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al Fistula Vascular Compressor in Autolog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Compression 
Hemostasi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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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rnal fistula vascular compressor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autogen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compression hemostas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autologous intern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ressed with gauze roll and elastic bandage for hemostasi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pressed with internal fistula vessel compressor for hemostasis. The outcome of interven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ubcutaneous bleeding and hematoma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mpression ti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fistula vessel compressor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autolog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compression hemostasis, can shorten the compression tim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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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是终末期肾脏病进行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之

一，自体动静脉内瘘 (arteriovenous fistula，AVF)是
MHD患者常用永久性的血管通路，是透析质量和

透析生命最基本的保证。AVF具有血流量充足、安

全性高等优点 [1]，血透护士对AVF的干预方式将直

接影响AVF的有效性和使用寿命。目前，临床上常

使用弹力绷带、胶带环扎压迫止血，其按压力度无

法客观衡量与控制，仅依靠主观感觉和肉眼判断，

每次按压力度均有差别，重复操作性差 [2]。因此，

正确有效的按压方法对AVF的维护具有积极的临床

意义。本研究拟采用自制内瘘血管按压器对AVF穿

刺点进行压迫止血，并观察其效果，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05月～2020年11月在我院血透室

行血液透析治疗的AVF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用

简单随机表法将患者分为2组，各30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具有同质性 (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2组患者均采用标准AVF术：前臂腕部桡动脉

-头静脉内瘘，采用端侧吻合，2组患均使用低分子

肝素钙抗凝，剂量 60～80IU/kg；透析机均使用威

高日装血透机，空心纤维透析器，使用17号内瘘穿

刺针进行绳梯法穿刺，血流量为200～250ml/min。
1.3 止血方法

1.3.1对照组采用纱布卷加弹力绷带压迫止血

法。选择的灵牌弹力绷带，将一块无菌纱布折叠成

3.5cm×2.0cm×1.0cm的纱布卷，血液透析治疗结

束后，左手持纱布卷，将纱布卷置于AVF穿刺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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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右手拔出穿刺针，左手拇指垂直按压纱布卷于

穿刺点上，右手持弹力绷带，弹力绷带中点与纱布

卷中点吻合，环形包扎固定。

1.3.2观察组采用内瘘血管按压器对AVF穿刺点进

行压迫止血。血液透析结束后，将C形按压夹气囊底

面上的按压软垫对准穿刺点，拔出穿刺针后将C形按

压夹气囊底面上的按压软垫垂直向下按压穿刺点，并

启动按压器开关对C形按压夹的气囊进行充气，根据

患者血压自动调出最佳的按压压力值，通过气囊的

底面对患者的内瘘血管穿刺点进行加压按压止血。

1.5 观察指标

1.5.1压迫止血时间：按压器设有数显计时器和

计时器按键，由专人负责记录压迫止血时间。

1.5.2皮下渗血、血肿情况。

1.6 统计方法

SPSS 23.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x±s )-t；计数

资料n(%)-χ2检验，P<0.05为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两组AVF渗血、血肿发生情况比较

由表 1可见，观察组皮下渗血、皮下血肿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表1　两组患者皮下渗血、皮下血肿发生情况 [n(%)]

组别 穿刺次数 皮下渗血 皮下血肿

对照组 600 25(4.1) 9(1.5)
观察组 600 11(1.8) 1(0.1)

χ2 值 5.613 6.454

P 值 0.026 0.021

2.3 两组患者压迫止血时间比较

由表 2可见，观察组压迫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表2　两组患者压迫止血时间比较 (x±s)

组别 例次 压迫止血时间 (min)
对照组 600 20.10±4.483
观察组 600 11.40±2.175

t 值 9.564

P 值 0.000

3 讨论

AVF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最常使用的永久性

血管通路，其是确保血液透析治疗充分的基本条 
件 [3]。血液透析结束后穿刺处正确的压迫止血是保

护AVF的重要环节，穿刺处压迫的压力、时间、位

置均可影响压迫止血的效果 [4]。

目前，除了临床上常用的传统环形压迫法外，

还有NICHIBAN止血贴压迫法、纱布卷指压止血

法等方法，但上述压迫止血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均无法客观、准确控制压迫压力和时间。本内

瘘血管按压器可根据患者的血压来精准控制按压力

度，以此控制按压力度及止血时间。

本自制内瘘血管按压器可根据患者血压自动调出

最佳的按压压力值，再通过气囊的底面对患者的内瘘

血管穿刺点进行加压按压止血。正常情况下，按压力

度应与患者自身压力保持正相关，由于不同患者的

血压有差别、同一名患者在每次透析治疗结束后血

压也有变化，操作者仅凭主观感觉难以调整至最恰

当的按压压力，本自制内瘘血管按压器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可精准控制按压力度，不依赖主观判

断，不容易出现按压力度过大或不足的现象，同时

可以精确记录按压时间，由于均采用透明材质制成，

也可对穿刺点进行观察，对AVF的维护起到积极作

用。本研究表明，观察组内瘘血管渗血发生率、血

肿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压迫时间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采用自制内瘘血管按压器对血液透

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进行压迫止血，能够有效减

少AVF并发症，减轻患者疼痛，缩短压迫时间，延

长AVF使用寿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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