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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零容忍時代之預防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

在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泌尿道感
染是最常見的，約佔 30%~40%。而
這些醫療相關的泌尿道感染中，最重
要的危險因子則是導尿管的長期留
置，對加護病房來說這個因素則是更
加的明顯。針對這個部份，美國疾病
控制預防中心 (CDC) 及美國感染症學
會 (IDSA) 都有指引建議如何預防相
關感染的種種介入措施，而這些建議
則是依據所謂的科學証據、合理推
論、可行性及潛在的經濟因素所制定
的。美國醫療照護促進協會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更是希望所
有的重症加護病房，應該確實執行膀
胱組合式照護 (bladder bundle care)，
來降低導管相關的泌尿道感染，以達
到零容忍。然而，加護病房常常會有
延長導尿管使用的需求，而這個原因
又是造成導管相關的泌尿道感染中最
重要的危險因子。除了加護病人身上
常會有菌種的移生問題外，在一些緊
急放置導尿管時，無菌技術也會受到
某種限制。根據最近的資料建議，內
科病房所使用導尿管的比例較加護病
房來的低，但是在所謂的下轉單位
(step-down unit 如 RCC) 則鮮少有這種

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的資料。因此這
篇文章針對巴西的一所醫學中心的一
個加護病房及兩個下轉單位，作了組
合式照護介入前後的比較，以評估所
謂組合式照護的成效。
在膀胱組合式照護介入前 (第一
期：2005 年 1 月~2007 年 12 月) 的措
施 如 下 ： 置 放 導 尿 管 前 ， 以 2%
chlorhexidine 消毒皮膚、不論是置入
導尿管或是維持導尿管留置的護理，
都遵循 CDC 的指引、雖然導尿管並
非例行性的置放，但移除導尿管只根
據病人的醫師決定、而每年將由特定
護士將有所謂併發症之情況，透過電
子郵件回饋給加護病房。在膀胱組合
式照護介入後 (第二期：2008 年 1 月
~2010 年 12 月) 的措施如下：為了達
到零容忍的目標，而引入了“膀胱組
合式照護”，內容包括了導尿管置入
車、手部衛生、用 chlorhexidine 消毒
皮膚和尿道口、最大無菌區、使用無
菌手套、適當導尿管氣球的膨脹、每
天評估是否仍需導尿管留置，一旦不
需要則儘速移除導尿管、在導尿管置
入時，特定護士在旁監控，若有未按
照相關膀胱應用組合式照護規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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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則當場糾正。之後每個月將膀胱
組合式照護的遵行情況，以電子郵件
寄給各相關單位，並將該單位的膀胱
組合式照護遵從率及導管相關泌尿道
感染率按月製成圖表並張貼在該單
位。在評估導尿管是否仍需留置的部
份，加護病房的護士詢問值班醫師，
是否病人仍需留置導尿管。更訓練所
有醫師及護士用膀胱超音波來評估，
以減少單導的使用。
就兩個期間的資料而言，第二期
的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數量較低，若
是以導尿管利用率來看，也是第二期
明顯較低 (也就是導尿管使用的人日
數比率下降)。就算是將導尿管使用人
日數的因素消除，而比較使用導尿管
數每千人日數的感染率，加護病房也
是由原有的 7.6 次下降到 5.0 次；下轉
單位則是由 15.3 次下降到 12.9 次。若
是以菌種分析，這些導管相關的泌尿
道感染有九成左右是單一菌株，其中
仍是以革蘭氏陰性菌為最多，超過七
成以上。而菌種若是將綠膿桿菌、大
腸桿菌、克雷伯氏菌加在一起，則超
過革蘭氏陰性菌的七成以上。雖然黴
菌佔有不小的比例，但非白色念珠菌
(non-albicans Candida) 則是要比白色
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來得多。
雖然執行了文獻中能找到預防導
管相關泌尿道感染的所有方法，並沒
有讓感染率降到零，但在第二期的 31
個月，則有 9 個月都沒有出現導管相
關的泌尿道感染。早期有文獻提過使
用含銀材質的導尿管也能降低導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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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感染，雖然導尿管的成本上升，但
減少感染所省下來的花費仍是值得
的。但近年來的研究認為使用這種導
尿管並沒有減少導管相關的泌尿道感
染，而根據系統性回顧或是整合分析
的文獻，發現只要每天評估導尿管使
用的需要性就能簡單達成降低導尿管
相關感染的比例。然而這個研究仍有
其侷限性，首先這個品質改善的研究
計畫並非雙盲的隨機實驗，而是時序
性的研究，因此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時
空差異的偏見，但若綜觀尚未引進膀
胱組合式照護前的幾年所收集的資料
看來，導管相關的泌尿道感染率並未
有明顯波動，可以合理推估近期導管
相關的泌尿道感染率下降仍是因為膀
胱組合式照護的推動而造成為主。第
二是因為我們的評估併發症的方式是
用抽檢式的，所以也無法得到連續性
或全面性的資料，而無法真正的全面
評估膀胱組合式照護所帶來的影響，
但膀胱應用組合式照護在加護病房或
是下轉單位對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的
降低仍是不容置疑的。最後這個研究
計劃只是在單一醫學中心執行，也許
在其它醫療單位會因著不同的成員、
病人屬性或是能投入的資源而有不同
的成效。
【譯者評】雖然在大多數的醫院
中，泌尿道感染是最常發生的，也耗
用許多的醫療支出，但每個醫院和每
個單位的情況各不相同，以本篇來
說，選擇試行的單位是屬於人力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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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加護病房和兩個下轉單位，這
些單位病人的病況比較複雜且感染密
度相對較高，使用組合式照護可以達
到一定的成效，特別是在不必要的單
導、不必要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拔除
導尿管等方面。所以如果要應用到其
它醫院時，一定要審慎評估病人族群
及其問題，也許對外科系的病人，或
是加護病房的病人能用同樣的方法，
以得到類似的改善成效，而對於安養
中心長期臥床及導尿管留置的病人也
許要採取不同的對策 (恥骨上導尿管
的放置、尿路結石的移除、更換導尿
管的評估、導尿管材質的使用等等)才
能達到減少其相關感染的成效。【李
綜合醫院 高智泉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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