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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置管在妇科恶性肿瘤化疗中的应用观察及护理

叶丽华 阴梦姣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 云南 昆明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妇科恶性肿瘤化疗中，PICC置管的应用方法和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 2018.1月
~2020.1月期间，在我院接受化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计 36例。将其使用双盲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18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留置针进行穿刺，观察组患者采用 PICC 置管，对比分析 PICC 置管

与普通留置针的留置时间、创面疼痛评分、静脉炎发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各项观察指标，观察组患者的留置时间（15.31±6.72）天，创面疼痛评分（1.2±0.5）分，静脉炎

发生率（5.55%）；对照组患者的留置时间（4.96±4.07）天，创面疼痛评分（4.1±0.6）分，静脉炎发生率（22.22%）；

两组数据之间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此外，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针对于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使用

PICC置管具有绝对的优势，能够实现留置时间的延长，减轻创面疼痛，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同时还有助

于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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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nursing measures of PICC catheter in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chemotherapy.Methods: A total of 36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double-blind method, with 1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unctured with conventional indwelling needles,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laced with PICC tubes. The retention time, wound pain scor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etween PICC tubes and ordinary indwelling pins. Resul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observation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s
indwelling time (15.31 ± 6.72) days, wound pain score (1.2 ± 0.5) points, phlebitis incidence (5.55%);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dwelling time (4.96 ± 4.07) days, wound pain score (4.1 ± 0.6) points, phlebitis incidence
(22.2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is large, (P <0.05),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nursing work i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difference is large, (P <0.05),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chemotherapy, the use of PICC catheter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which can
prolong the indwelling time, reduce wound pai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and also help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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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主要

是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并在手术结束后采用静脉

化疗的辅助治疗措施，以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采

用静脉化疗的方式需要进行静脉穿刺，临床上多采

用留置针来进行穿刺输液，但是由于化疗药物的刺

激性较大，且容易因药物外渗等原因造成静脉炎，

加剧患者的痛苦。所以，近几年临床上开始使用

PICC 置管的方式进行静脉化疗。PICC置管主要是

通过外周静脉进行穿刺和置管，对患者产生的创面

较小，且该方式的留置时间相对于普通留置针的时

间也较长，逐渐的受到了广大医疗工作者的认可，

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通过对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

者使用 PICC 置管，具有创面小、留置时间长、降

低静脉压发生率的特点，进而能够降低患者因化疗

产生的疼痛，促进患者的治疗效率，同时还有助于

促进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提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1 月~2020.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化

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计 36例。将其使用双盲

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8 例。对照组 18
例患者中，年龄 31~62岁，平均年龄为（45.06±3.72）
岁，小学学历 4例，初高中学历 6 例，大专及以上

学历 8例；观察组 18患者中，年龄 32~64岁，平均

年龄为（45.72±2.09）岁，小学学历 6例，初高中学

历 10例，大专及以上学历 2例。按照疾病类型分类，

36例患者中，宫颈癌患者 12例，子宫内膜癌患者 8
例，卵巢癌患者 8 例，恶性葡萄胎患者 5 例，其他

疾病 3 例。实验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实验，已在知

情同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标准。对比分析两组患

者的年龄、学历、所患疾病等基本资料，数据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普通留置针，操作步骤严格按

照规定流程进行。观察组患者采用 PICC 置管的方

式，首先需要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

选取合适的置管位置，进行置管，并在置管完成后

对导管进行冲洗，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1）置管前

需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使患者能够了解

PICC置管的相关事项，减轻患者的心理恐惧，引导

患者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置管。同时，由于患者受

到疾病的影响会出现焦躁、紧张等心理，护理人员

需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其不良情绪，帮助患

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1]。

（2）置管后

在置管完成后，需要向患者讲解 PICC 置管的

注意事项，即包括了日常活动、穿衣洗澡等[2]。同

时，需要对置管进行日常的检查和护理，注意观察

置管周围的皮肤情况和穿刺部位的情况，并在置管

期间定期检查置管的情况，确保管路的通畅性。此

外，还需要在每天的化疗结束后使用生理盐水对管

路进行冲洗，并进行封管，做好管路的护理工作[3]。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留置时间、创面疼痛评分、静脉

炎发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作为本次

实验的主要观察指标。患者的满意度使用本院自制

的调查表进行调查，其中包括了病室环境、护理措

施、服务态度等，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

部分

1.4 统计学处理

将使用留置针和 PICC 置管的留置时间、创面

疼痛评分、静脉炎发生率进行收集整理后，使用统

计学软件 SPSS21.0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得出的结

果使用 t值进行再次检验，当（P＜0.0.5）时，表示

数据之间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留置时间

（天）

创面疼痛评

分（分）

静脉炎发生

率（%）

观察组 18 15.31±6.72 1.2±0.5 1（5.55%）

对照组 18 4.96±4.07 4.1±0.6 4（22.22%）

t值 21.034 22.175 22.362

P值 ＜0.05 ＜0.05 ＜0.05

观察组患者的留置时间（15.31±6.72）天，创面

疼痛评分（1.2±0.5）分，静脉炎发生率（5.55%）；

对照组患者的留置时间（4.96±4.07）天，创面疼痛

评分（4.1±0.6）分，静脉炎发生率（22.22%）；两

组数据之间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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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表 2 患者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8 11 6 1 94.44%

对照组 18 5 9 4 77.77%

X2值 7.048

P值 ＜0.05

采用 PICC 置管的观察组患者，非常满意为 11
例、满意为 6例、不满意为 1例，总满意度为 94.44%；

采用常规留置针的对照组患者，非常满意为 5例、

满意为 9例、不满意为 4例，总满意度为 77.77%；

对比分析两组数据，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且（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近年来，由于受到遗传因素、环境因素、饮食

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癌症发生率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其中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是相对较高的，典

型的为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4]。目前，对

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多采用手术切除病灶的方

式，并在术后进行静脉化疗，以提高治疗的效果。

而静脉放疗需要进行静脉穿刺，会对血管造成一定

的损伤，进而会导致患者的疼痛增加[5]。因此，临

床上开始采用 PICC 置管的方式，与传统的留置针

相比，PICC置管具有疼痛性小、药物外渗风险低、

穿刺次数少、血管损伤低的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

于临床治疗中[6]。

经过本次实验可知，PICC置管的留置时间、创

面疼痛评分、静脉炎发生率等观察指标均明显优于

普通留置针，且能够促进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

提高，对比分析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7]。由此可见，使用 PICC置管的方式

明显优于普通留置针，能够在完成静脉穿刺的基础

上，尽可能的降低患者的痛苦，避免穿刺并发症的

发生，保障患者的化疗质量[8]。需要注意的是，在

临床使用过程中，需要做好对 PICC 的维护和管理

工作，避免因维护不足而造成导管脱出、穿刺部位

感染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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