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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的评估及预防研究进展
杨曙超，全晓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皮肤科，北京，100069）
摘要：压力性损伤（PI）是临床较常见的护理问题，医疗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MDRPI）属于其中之一。本文
从 MDRPI 的患者风险评估、医源性风险评估及预防措施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以期为广大临床医务人员开展
MDRPI 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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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al device-related pressure injuries（MDRPI）is an common type of pressure
injuries and a major nurse-sensitive outcome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This paper gave a brief summa⁃
ry of patient and iatrogenic risk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of medical device-related pressure inju⁃
ries，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n MDR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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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support
压力性损伤（PI）是指由压力或压力联合剪切

不局限于体表皮肤，也可能发生在黏膜上、黏膜内

力导致的皮肤和或皮下组织的局部损伤，通常位

或黏膜下，例如呼吸道、胃肠道和泌尿生殖道黏

于骨隆突处 ，2016 年美国国家压疮咨询委员会
［1］

膜。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不仅要关注体表皮肤，

（NPUAP）将压疮更名为压力性损伤。2014 版《压

更应该重视使用医疗器械引起的 PI［5］。本文从

力性损伤的预防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
（以下简

MDRPI 的患者风险评估及预防进行阐述，以期为

称“指南”
）中将医疗设备相关压力性损伤和黏膜

临床医护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压力性损伤纳入压力性损伤的范畴，医疗器械相

1

关性压力性损伤（MDRPI）是指由于诊断或治疗
目的使用医疗器械而导致的皮肤局限性损害，且
局部损伤的形态一般与医疗器械的形状一致。

1. 1

MDRPI 危险因素评估
患者风险评估

1. 1. 1 年 龄 因 素 ：儿 童 是 MDRPI 的 高 危 人

MDRPI 的主要临床特征是其好发部位易发生于

群，有研究［6］表明重症监护病房的患儿比普通儿

接触医疗器械的皮肤或黏膜处。2019 版指南中

童 及 成 年 人 更 容 易 发 生 MDRPI；同 时 胎 龄 <30

将“医疗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章节名称改为

周 、住 院 时 间 长 的 患 儿 更 容 易 发 生 MDRPI［7］。

［2］
“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
。近年来，临床非常

Newnam 等［8］报告指出，医疗器械放置时间>3 d，

重视医疗器具留置于皮肤或黏膜上导致 PI 的问
［3］

题 。2019 版《压力性损伤的预防与治疗：临床实
践指南》 强调 PI 可能与医疗器械相关，PI 的发生
［4］

婴幼儿皮肤损伤风险更高。研究［9］发现，儿童患
者使用无创正压通气设备导致头面部 PI 的发生
率高达 48%。无创机械通气设备造成 PI 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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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位是鼻部，其 MDRPI 的发生率为 47. 6%［9］。

适时，引起局部皮肤发生损伤的风险则更大。大

此外，足部 PI 也常发生，主要与佩戴脉搏血氧传

小不适的医疗器械会产生类似止血带阻断血流的

感器有关，大多是由于护士在安装传感器时用力

效应，阻碍局部体液回流，引起更大的皮肤损伤风

过度造成皮肤损伤。老年人基础代谢率下降、组

险。各种大型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及新生儿发生

织吸收下降、皮肤松弛弹性下降、基础病较多，是

医疗 MDRPI 的风险更高［17］。研究表示，ICU 患者

PI 的高危人群，使用医疗器械后导致 MDRPI 的风
险较高。

1. 1. 2 意识状态：患者意识状态、活动能力、

基础疾病及个体特点等均与 MDRPI 发生有关。
Apold 等［10］指出，当患者存在神经病变、表达受
损、语言障碍、昏迷等情况时，MDRPI 发生风险最
高，分析原因为患者感觉知觉受损，不能进行自主
活动，难以表达需求，导致医疗器械长时间压迫局
部而引起 PI 发生。研究

PI 发 生 率 高 达 44%，其 中 MDRPI 占 比 接 近
80%［18］。据统计，每增加 1 种医疗设备，MDRPI 的

发生率增加 2. 4 倍；医疗设备使用时间每延长 1
d，PI 发生率增加 66%［19］。当器械弹性差、活动性

差、材质坚硬时容易产生摩擦力，增加组织压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隔离病房医护
人员头面部 MDRPI 的发生率高达 89. 9%［20］。因

此，使用医疗器械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和材

认为 MDRPI 的最高危

质，及时与医生做好沟通，一旦不需要使用，要尽

风险是感觉知觉受损，重度意识障碍患者发生 PI

早将其移除，减少受压时间，以降低 MDRPI 的发

几率明显高于轻度意识障碍。休克患者组织灌注

生风险。

［11］

1. 2. 2 量表风险评估：目前尚未有针对 MDR⁃

量不足，末梢循环缺血再灌注损伤，组织细胞出现
缺血缺氧，微小血管充血和淤血、炎性浸润、微循

PI 的独立评估量表。研究［21］发现，Braden 评分高

环障碍，容易发生 PI［12］，严重者可导致组织细胞

风 险 患 者 比 低 风 险 患 者 MDRPI 发 生 风 险 增 加

［13］

变性坏死

。

1. 1. 3 皮肤组织情况：皮肤状态改变是导致

1. 8 倍，提示 Braden 压疮风险评估量表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预测 MDRPI 发生。但 Braden 压疮风险

PI 的重要因素，在为患者使用医疗器械治疗时，

评估量表中缺乏对器械的直接评估，且临床护士

可出现局部皮肤温湿度增加、酸碱度改变、皮肤微

对器械导致 PI 的关注度不足，影响了相关的防治

环境改变，削弱皮肤的屏障功能，MDRPI 发生风

工作。MDRPI 的发生会延长患者治愈时间，增加

险较高。医疗器械佩戴不合适会导致局部水肿，

治愈难度，未来应着重开发用于评估 MDRPI 发

影响毛细血管中氧气向细胞的运输，造成局部缺

生风险的工具，并增加对临床护士的培训。

血、缺氧，也可诱发 MDRPI

［14］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长时间佩戴防护用具，
加之高强度工作，出汗较多，在面部形成密闭潮湿
的环境，导致皮肤湿度和接触面皮温上升，鼻梁部
MDRPI 发生率较高。

1. 1. 4 营养状况：2019 版新压力性损伤指南

强调，对有 PI 风险的患者需进行全面营养评估以
［2］

2
2. 1

预防
选择合适的医疗器械
根据器械功能，为患者选择柔软、韧性好、感

觉舒适的医疗器械，降低器械对皮肤组织的摩擦
力；选用型号合适的医疗器械，避免因大小不适造
成固定不稳导致局部过度受压；护士根据治疗需

及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护理计划 。长期禁食的患

要和患者需求调整器械部位，使压力再分布［22］，减

者蛋白质合成减少，皮下脂肪减少，使得设备与皮

轻对局部组织的压力；所有医疗器械的使用遵照

肤接触部分的脂肪组织和肌肉的保护减少，引起

使用说明，规范使用；一旦不需要继续使用，尽早

血液循环不畅，进而诱发 MDRPI。Hanonu 等［15］

移除相关器械。

研究显示，接受肠内营养的患者，MDRPI 风险要

比不接受肠内营养者增加 2. 12 倍。因此，患者营
养状况是发生 MDRPI 的重要影响因素。
1. 2

医源性风险评估

1. 2. 1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的设计非常重要，

2. 2

加强皮肤管理
每日观察使用器械处的皮肤≥2 次，重点检查

受压部位皮肤是否伴有水肿、潮湿等情况，注意观
察局部皮肤有无红肿、疼痛、有无水泡及破溃发
生［23］。若皮肤出现潮湿，特别是皮肤皱褶处，及时

若医疗器械对使用者皮肤直接产生压力，则容易

用柔软毛巾蘸干，动作轻柔，局部使用皮肤保护

发生 MDRPI

剂。水肿患者要增加观察皮肤的频次，神志清楚

［16］

。医疗器械选择不当，如大小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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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要注意询问患者器械下皮肤感觉。
2. 3

临床上常见的管路有鼻胃管、尿管、中心静脉

置管、指氧夹、无创呼吸机面罩以及气管插管等，
若固定不当，易发生 MDRPI［20］。目前临床中有多
种减压敷料，对使用器械的患者建议局部采用保
护性敷料，以降低 MDRPI 发生风险。部分临床护
士在固定管路时直接使用胶带将管路粘贴在患者
皮肤上，造成局部皮肤长时间受压，可能会导致患
［24］

。高举平台法固定导管，具有美观、

坚固、不易脱落的特点，可避免管路直接接触、压
迫皮肤，对降低 MDRPI 发生风险由重要作用。
2. 4

营养支持

2019 年版的指南建议：为营养不良或有营养

不良风险的Ⅱ期或更严重的 PI 成年患者提供高

热量、高蛋白、精氨酸、锌和抗氧化的口服营养补
充剂［25］，以降低高危人群 PI 发生率［26］。
2. 5

组织护士培训

［27］

。医院相关部门可通过培训提高临床护士对

MDRPI 的预判能力，指导护士开展相关的预防措
施，如：尽量避免器械直接接触皮肤；必要时使用
预防性敷料保护局部皮肤；动态评估器械固定的
松紧度；临床允许的情况下定时改变固定位置，避
免同一部位长期受压；严格交接班；加强皮肤评估
及观察，并做好皮肤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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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of pressure injury ［EB/OL］. （2016-04-13）
［2022-01-01］. https：//www. npuap. org/nationalpressure-ulcer-advisorypanel-npuap-announces-achange-in.

［2］ 杨龙飞，宋冰，倪翠萍，等 . 2019 版《压力性损伤的

预防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更新解读［J］. 中国护
理管理，2020，20（12）：1849-1854.

［3］ 罗宝嘉，郑美春，覃惠英 . 医疗器具相关压力性损
伤的研究进展［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7，23

（3）：441-444.

［4］ 李紫芬，欧玉兰，王潘，等 . ICU 病人医疗器械压
力性损伤相关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与内容分
析［J］. 循证护理，2022，8（3）：285-290.

［5］ 陈丽娟，孙林利，刘丽红，等 . 2019 版《压疮/压力

性损伤的预防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解读［J］. 护
理学杂志，2020，35（13）：41-43，51.

tal-acquired pressure injuries［J］. J Wound Ostomy
Continence Nurs，2018，45（2）：107-116.

［7］ GROSVENOR J，DOWLING M. Prevention of neo⁃
natal pressure injuries［J］. J Neonatal Nurs，2018，
24（3）：122-125.

［8］ NEWNAM K M，MCGRATH J M，SALYER J，et
al. A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stud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related skin breakdown
when using different nasal interfaces in the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neonate［J］. Appl Nurs Res，2015，
28（1）：36-41.

小结

［9］ GARCÍA-MOLINA P， BALAGUER-LÓPEZ E，

MDRPI 的发生与患者个体因素以及医源性
因素密切相关。MDRPI 的发生不仅影响患者的
正常治疗，同时也会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甚者
导致医患纠纷。因此，积极评估患者 MDRPI 发生
风险，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目前，
临床缺乏 MDRPI 相关的针对性评估工具，且护士
对其关注度和认知度也不足，是导致 MDRPI 多发
的一项重要原因。本文从 MDRPI 的患者风险评
估、医源性风险评估及预防措施进行了初步的总
结，以期为广大临床医务人员开展 MDRPI 的防治
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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