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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導管固定裝置影響周邊置入中心導管
相關血流感染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王曉琪/鄭舒倖 摘評】

周 邊 置 入 之 中 心 導 管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
PICC) 是提供藥物和輸液治療的重
要管道，通常會留置中期至長期的
時間，並且需要護理照護，以預
防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粘合劑所致皮膚損傷、阻
塞、及血栓等。CLABSI 的死亡率為
12% 至 25%，是臨床上最重要的品
質指標，不但對病人及其家人造成重
大的影響，而且治療的費用也十分龐
大。
近年來，有關 PICC 的「固定
裝置」研發出許多產品，除了加
強固定、方便清潔、還可能降低
CLABSI。以往在探討固定裝置的研
究，主要局限在縫合與非縫合裝置上
的比較。本文章則是分析該醫院常用
的兩種固定裝置，分別為傳統的貼片
粘合劑固定裝置 (adhesive engineered
securement devices, AESD) 及皮下導
管固定裝置 (subcutaneous engine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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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ment device, SESD) 對 CLABSI
發生率的影響與關聯性。本研究的
假說，是固定裝置的特性可能會影
響 CLABSI 的風險，例如置放部位是
否穩定性、導管容易移位與否、移位
後需要重新更換裝置、臨床醫師對皮
膚及置入部位能否進行 360 度消毒等
等。
這個研究是在一家位於美國阿肯
色州小石城阿肯色大學醫學院，是一
間擁有 500 多床的一級創傷中心等級
的綜合型急性醫院。研究方式是運用
回顧性觀察法，依個案置放 PICC 後
使用兩種不同的固定裝置 (AESD 與
SESD)，並監視這兩種不同的固定裝
置對 CLABSI 的影響程度及可能導致
CLABSI 的風險，如意外滑脫和移位
引起的血管內裝置失敗。
此醫院由 4 名臨床醫師組成的血
管通路團隊，提供整個醫院血管通路
服務。
此研究回顧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間在一般外科，內

38
科，腫瘤科和重症單位接受置放周邊
中心靜脈導管的成年人。接受 PICC
治療的 18 歲以上之成年人即可收案
觀察。研究期間共收治 7,779 例置放
PICC 的病人，其中 47 例根據定義
被診斷為 PICC 相關的 CLABSI 感染
者，這 47 例使用 AESD 有 15 人次
(31.9%)，SESD 有 32 人次 (68.1%)。
其他可能與 CLABSI 相關的變
項包括雙腔導管 (36, 76.6%)，單腔和
三腔導管 (11, 23.4%)；PICC 置放在
左邊 (26, 55.3%)，右邊 (21, 44.7%)；
在疾病方面，癌症 (24/47, 51.1%) 和
非癌病人 (23/47，48.9%)。研究結果
顯示，每組 CLABSI 的發病率為，
AESD: 1.79%，SESD: 0.46%；風險
比為 3.88。表示固定裝置為 AESD
的人發生 CLABSI 的風險是 SESD
的 3.88 倍。如果以相對效果百分比
呈現，則結果為 288%。即表示，與
SESD 的人相比，AESD 的 CLABSI
風險增加了 288%。結果顯示，使用
SESD 可能會降低 CLABSI 的風險，
因此是有益的。McParlan 的研究發
現，使用 SESD 平均為每位病人節省
(81.92 歐元/93.41 美元) 成本及減少
併發症。這項研究發現 PICC 的固定
裝置對整體 CLABSI 的風險具有重要
意義。
【譯者評】此研究由兩組團隊
置放 PICC 並使用兩種不同的固定模

式，分別為放射科團隊置放的 AESD
共 838 個案例與感染科組成的血管通
路團隊置放 SESD 的 6,941 個案例，
尤以放射科團隊照護經驗可能會不
足，且兩組團隊可能置放技術亦不同
而顯示的分析結果。此外，這篇文章
並沒有運用多變項分析去修正其風險
比。
幾乎所有病人在住院期間都需
要置放血管內裝置才能進行所需要的
治療，如給藥、血液動力學監測和診
斷過程。因此各種中心動靜血管的材
質、置放時的無菌技術以及血管置放
後固定裝置的的選擇與護理照護等，
都受到了廣泛關注，因為每個環節都
影響到病人的醫療照護品質及成本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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