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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尿管拔除失敗後尿滯留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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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組合式照護 (care bundle) 普及，包含中心靜脈導管、呼吸器、導尿
管等組合式照護，都能有效地降低相關的管路感染。然而，我們常注重導尿管使

用天數，導尿管使用率、導尿管相關感染率等，但是臨床上對於導尿管拔除失敗

造成尿滯留的危險因子，比較少去討論，本文著重於探討導尿管拔除前需注意的

危險因子，以減少導尿管拔除失敗的機會，以及拔除導尿管失敗後，如何評估失

敗原因和進一步處置。（感控雜誌 2021:31:17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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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是加護

病房常見的感染之一，其造成過多的

醫療費用支出、住院天數延長、增加

病人死亡率、甚至因抗生素的使用造

成抗藥性細菌的上升。依據準則建

議，導尿管置放的適應症包含：1. 病
情嚴重需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2. 相
關手術需要，如泌尿道手術或泌尿道

鄰近結構之手術、手術中需要監測尿

量等；3. 薦部或會陰部開放傷口合併
尿失禁病人；4. 尿路阻塞合併急性尿

滯留；5. 生命末期照護的舒適，只要
上述的適應症不符合，就需要考慮拔

除導尿管[1]。導尿管組合式照護相
關策略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置放導尿管組合式照護」，其內容

包含：置放時的手部衛生、清潔會陰

部、無菌技術操作、正確消毒、無菌

連接導尿管與尿袋；第二部分是「維

持系統組合式照護」，其內容包含：

每日評估導尿管適應症是否及早拔除

導尿管、手部衛生、避免尿液滿超過

尿袋 80%、固定尿管於適當位置、
維持無菌密閉且通暢的系統[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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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台灣疾病管制署與感染管
制學會主導全台醫療照護品質提升計

畫，其中導尿管組合式照護，經過一

年的介入獲得良好的成效，導尿管相

關泌尿道感染率下降了 22.7% [2]。
近年來，膀胱超音波的運用與相關評

估流程，能夠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導尿

管重置，進而避免重置的風險[3,4]。
然而，導尿管拔除失敗後的原因，以

及後續是否進一步評估，或是再次嘗

試拔除，甚少探討。

膀胱儲尿與排尿的生理機制

儲尿：正常膀胱儲存尿液的速

率大約每分鐘 1 毫升，在膀胱尿液開
始灌注時，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感覺，

直到灌注到一定容積時才會有尿液

感，當灌注到膀胱逼尿肌肉纖維伸

張，膀胱內壓力上升，其傳入神經藉

由逼尿肌上的伸張受器所傳導，經由

脊隨傳到橋腦的排尿中樞，並傳遞訊

息到大腦皮質，當脹尿到 300~400 毫
升後，人體會有下腹脹的感覺；當脹

尿到 400~500 毫升以上，此時膀胱極
度膨脹，膀胱頸與外括約肌因反射作

用，增加張力與收縮狀態，也藉由交

感神經的興奮來收縮內尿道括約肌，

並抑制膀胱本體的收縮。排尿：排尿

的反射主要由副交感神經興奮，來收

縮膀胱本體，放鬆內尿道括約肌，以

及有大腦皮質 (意識) 來控制外尿道
括約肌的放鬆，進而完成排尿的動作

[5,6]。

尿液滯留 (urinary retention)

尿液滯留主要是膀胱無法自主排

出足量的尿液，其原因可以分為急性

尿液滯留和慢性尿液滯留。急性尿液

滯留主要是膀胱突發地無法排出脹滿

的尿液，通常會有脹痛感，而慢性尿

液滯留是無痛地增加膀胱尿液容積而

不自覺。尿液滯留之發生率通常男性

比女性高，和年齡成正相關，在 70 
歲男性的發生機會為 10%，而 80 歲
的男性則可以高達 30% 的機會[7]。

尿液滯留的原因

尿液滯留的原因可以分為阻塞

性、感染性及發炎性、醫源性、神經

性的四大類原因。

一、阻塞性原因：男性阻塞性

原因中以攝護腺良性增生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最為常
見，約佔 53% 的個案，其他原因包
含攝護腺腫瘤、包莖等。攝護腺的症

狀主要是下泌尿道症狀，包含有阻塞

性及刺激性症狀兩種，阻塞性症狀包

括解尿時斷斷續續，尿柱較細且無

力，需要用力才解得出來，小便解不

乾淨；刺激性症狀包括頻尿，急尿 
(urgency)，夜尿等[7,8]。族群的研究
顯示，超過 65 歲以上男性有 50% 的
人有攝護腺肥大的組織學證據，而超

過 80 歲的男性則高達 80~90%。攝
護腺體積大於 30 ml 者，會有 3.5 倍
中度到重度的下泌尿道症狀，降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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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速 2.5 倍，有急性尿滯留 3~4 倍
高的風險。此外，血清攝護腺特異抗

原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 若
是大於 1.4 ng/mL，則有 3.9% 的風險
發生急性尿滯留 (0.5% 在小於 1.4 ng/
ml)。此外，攝護腺年成長率每年成
長 3.3 ml (PSA < 1.4 ng/ml 的族群每
年只成長 0.7 mL)，也有較高的急性
尿滯留的風險[7]。女性阻塞性原因
以骨盆腔器官脫垂為主，包括膀胱脫

垂、直腸脫垂、子宮脫垂。此外，不

論性別的阻塞原因包含結石、尿路

狹窄、血尿血塊堵塞、膀胱腫瘤等

[8]。
二、感染性及發炎性原因：最常

見的感染性急性尿滯留的原因是急性

攝護腺炎，主要由格蘭氏陰性桿菌引

起，如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與
變形桿菌 (Proteus species)，造成攝護
腺發炎腫大，進而阻塞攝護腺段的尿

道。其他原因包括尿道感染或是性傳

染病引起的尿路水腫，進而阻塞尿道

出口，此外疱診病毒感染到腰薦神經

叢的時候也會造成尿液滯留[7,8]。
三、醫源性原因：兩個最常見醫

源性原因，包括藥物原因及手術後原

因。

1. 藥物原因：常見的引起尿滯
留的藥物，如列表一。根據報告，在

一間醫學中心兩年的研究，大約有 

表一　常見引起尿滯留的藥物

藥物分類 常用藥物

抗心律不整藥物 Procainamide, quinidine
抗膽鹼性藥物 Oxybutynin, atropine
抗憂鬱藥物 Amitripytyline, amoxapine, doxepin, imipramine, maprotiline, nortriptyline
抗組織胺藥物 Brompheniramine, chlorpheniramine, cyproheptadine, diphenhydramine, 

hydroxyzine
降血壓藥物 Hydralazine,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nifedipine, amlodipine, diltiazem, 

verapamil)
抗巴金森藥物 Amantadine, benztropine, bromocriptine, levodopa, trihexyphenidyl
抗精神分裂症藥物 Chlorpromazine, haloperidol, fluphenazine, prochorperazine, thiothixene
肌肉鬆弛劑 Baclofen, cyclobenzaprine, diazepam
擬交感神經藥物 Ephedrine, phenylephrine, pseudoephedrine
(alpha-腎上腺素藥物)
擬交感神經藥物 Isoproterenol, metaproterenol, terbutaine
(beta-腎上腺素藥物)
其他 Amphetamines, carbamazepine, dopamine, NSAIDs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 

opioid analgesics (鴉片類止痛藥)
本表摘錄修改自 Urinary retention in adults: diagnosis and initial management. Am Fam Physician 
October 15, 2018, Volume 98, Numb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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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性尿滯留的病人是因為藥物引
起[10]。另外一篇報告指出，12% 慢
性尿滯留由藥物引起[11]。最常見引
起急性或慢性尿滯留的藥物是具有

抗膽鹼性 (anti-cholinergic effects) 的
藥物，主要是阻斷在逼尿肌上的副交

感神經的 muscarinic 接受器，造成逼
尿肌不收縮；alpha-adrenergic agents, 
像去鬱劑 (decongestants) 會增加攝護
腺和膀胱頸的張力；鈣離子阻斷劑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CCBs) 會
減少膀胱平滑肌的收縮，在 Elhebir 
的研究指出，高度血管選擇性 DHP 
(dihydropyridines) 這一類的 CCBs，
包含 felodipine 及 lercanidipine 較不
會造成下泌尿道症狀，其他的鈣離

子阻斷劑不管是 DHP (如 diltiazem 
及  verapamil)  或是  NDHP (non-
dihydropyridines)，包含 amlodipine 
及 nifedipine 都有機會造成中度到重
度的下泌尿道症狀，必須注意的是收

錄的個案中有 90% 以上 CCBs 的使
用時間大於一年，是否短時間的使用 
CCBs 會不會影響，需要進一步的探
討[8,12]。此外，非類固醇抗發炎藥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會抑制前列腺素合成，也有機會減少

逼尿肌的收縮[8]。
2. 手術後原因：手術後尿液滯

留在住院病人的發生率大約 2% 到 
14%，影響的因素包括：麻醉的型
式、病人的年齡、性別、潛在性疾病

[8]。在兩個大型的分析研究指出年
齡、下泌尿道症狀是兩個主要的危險

因子，而這兩個因素都和 BPH 有相
關性[8,13,14]。在 Young et al 針對胸
腔手術後到尿管重新置入的前瞻性研

究 (prospective study) 中，共收入 275 
位個案，有 60 位 (21.8%) 在拔除導
尿管後，需要重置導尿管，在多變數

分析下的危險因子包括有低身體質

量指數 (BMI) (27.3 vs 26.0, P = 0.021, 
Crude OR: 0.4)、BPH [15]。此篇研
究，致力於術後  48 小時拔除導尿
管，與目前我們執行的導尿管組合式

照護的標準時間 5 天還要早，最後出
院時還帶有導尿管的人數僅有 4 人，
代表手術相關的尿滯留隨時間過去，

其影響的效果會逐漸減弱。

四、神經性原因：正常的膀胱功

能有賴於中樞與周邊自主神經系統與

體表神經系統對於膀胱體、膀胱頸、

尿道及括約肌的肌肉控制。

1. 中樞神經：在中樞神經的部
分，雖然在泌尿相關的神經路徑的阻

斷，比較常發生尿失禁，但合併或

單純尿滯留的情形也是會發生的。

Burney et al 指出出血性腦中風和缺
血性腦中風對膀胱的逼尿肌有不同的

影響，出血性腦中風約有 85% 會造
成逼尿肌活性降低 (underactivity)，
較易有尿滯留的情形，而缺血性腦

中風則有  72 .5% 會造成逼尿肌過
動 (overactivity)，較容易有尿失禁
[5,16]。事實上，隨著疾病病程發
展，逼尿肌的活性是會改變的，缺

血性腦血管梗塞在早期恢復期較常

引起尿失禁大約 38~60%，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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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病人仍會有尿液滯留的情

形，主要是逼尿肌低反射或是無反

射，尤其病兆在腦幹的病人，較有機

會產生尿滯留的情形[17]。在 Burney 
et al 的研究指出在 60 位中風 72 小
時內的病人，約有 28 位 (47%) 有尿
滯留的情形[16]；Gelber et al 在 21 
位中風失禁的病人中有 4 位 (19%) 
有尿滯留發生，其逼尿肌呈現低反

射 (hyporeflexia) [18]。Kong et al 指
出在 80 位缺血性中風的病人，平均 
13.8 天內發生尿滯留的機會為 28.8% 
[17]。但是上述研究尿滯留的定義不
一致，通常是在排尿後以膀胱超音波

來檢測餘尿，若餘尿大於 50 ml 或是 
100 ml 為尿滯留的定義。因此，這
和我們在臨床上的觀察定義是有落差

的，病人因為急性尿滯留無法解尿，

經導尿後，測餘尿大於 400 ml 的情
形不同。

2 .  周邊神經與自主神經病變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膀胱病變 
(diabetic cystopathy)，主要是逼尿肌
的活性變差，隨著糖尿病的病齡增

加，約有 20% 到 60% 的病人會有膀
胱病變的風險，其表現包含膀胱過

動、解尿失能 (voiding dysfunction)、
尿液滯留 [ 8 ]。在膀胱尿路動力評
估下 (urodynamic analysis)，對應
的主要表現為逼尿肌過動 (detrusor 
overactivity)、逼尿肌過動合併正常
收縮 (detrusor overactivity with normal 
detrusor contractility)、逼尿肌收縮低
下 (detrusor underactivity)，在 Majima 

et al 的研究指出，逼尿肌過動較常發
生在糖尿病早期：尤其是糖尿病腎病

變第一期，有可能是膀胱呼應尿量增

加的代償反應；糖尿病的中期：逼尿

肌過動合併正常收縮，較常發生在病

人已經產生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時；糖

尿病晚期：容易發生逼尿肌收縮低

下，較常發生於同時有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及糖尿病腎病變的患者。事實

上，糖尿病膀胱病變的病人主觀上的

症狀並不能夠呼應真實膀胱失能的狀

態，所以，常常被醫療工作者所忽

略，目前臨床上也較缺乏有系統的評

估計畫[19]。

導尿管拔除失敗後的評估與處置

當導尿管拔除失敗，須評估失敗

的可能原因，下次才有成功拔除的機

會。

基本上，使用置放導尿管的適

應症評估：當適應症為急性尿滯留

時，在拔除前應評估急性尿滯留的原

因。從詳細的病史詢問來探討可能

的原因，如表二所敘述。初始評估應

該包含藥物史、男性是否平常有攝

護腺肥大的下泌尿道症狀。理學檢查

應包含完整的腹部評估，包括膀胱與

腹部/骨盆器官的觸診與扣診，評估
腰部敲壓痛；在男性進行肛門指檢以

評估攝護腺大小，是否有結節，或是

直腸腫塊，在女性則需進行完整的骨

盆檢查；神經學檢查，主要是下胸

椎、腰椎、薦椎相關的感覺、肌肉

183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第三十一卷四期

陳瑞光、陳逸軒、蔡宏津



張力與強度、神經反射等。對於其

他非急性尿滯留的適應症，則需要

評估是否有相關藥物的影響或是急

性和慢性疾病的相關疾病造成的影

響 (如尿道感染、腦部出血或梗塞、

糖尿病膀胱病變等)。實驗室的部分
可根據病史與理學檢查來計劃檢測，

如 PSA、尿液分析、血糖、肌酐酸
/尿素氮、電解質。影像的部分也是
根據病史與理學檢查來開立檢查，如

表二　常見尿滯留原因的病史與理學檢查特徵

可能原因 病史 理學檢查

男性

急性攝護腺炎 發燒、解尿疼痛，直腸或會陰

部疼痛

肛門指檢攝護腺，攝護腺呈現壓

痛、腫脹、溫熱，甚至按壓後有尿

道分泌物

良性攝護腺增生 
(BPH)

過去有尿儲留的病史或平常解

尿不順，夜尿頻繁，解尿間斷

肛門指檢攝護腺，攝護腺呈現肥

大，無明顯壓痛。或是檢查結果正

常

攝護腺腫瘤 無症狀；體重減輕；全身性非

特異性症狀

肛門指檢攝護腺，攝護腺呈現正常

或腫大，可能可以摸到結節

女性

膀胱脫垂、直腸脫

垂、子宮脫垂

骨盆有下墜感或壓力感受 經陰道可以觸摸到骨盆臟器；膀

胱，直腸或子宮突出

子宮肌瘤、骨盆腫

瘤

骨盆或下腹疼痛，月經失常，

腹脹

可以觸摸到子宮或卵巢

兩者

神經性膀胱 已存在或新診斷的神經性疾

病：糖尿病神經病變、多發性

硬化症、巴金森氏症、中風

全身性神經缺損，局部薦椎 1~5 對
神經缺損

膀胱腫瘤 無痛性血尿 明顯血尿

膀胱炎、尿道炎、

泌尿道感染、性傳

染病、皰疹感染

解尿疼痛、血尿、發燒、背

痛、全身性症狀、皮疹、近期

性行為

下腹壓痛、背部敲痛、尿道分泌

物、生殖器水泡

糞便阻塞 便祕 腹部或骨盆脹痛

本表摘錄修改自 Urinary retention in adults: diagnosis and initial management. Am Fam Physician 
October 15, 2018, Volume 98, Number 8

184

感染控制雜誌

導尿管拔除失敗後尿滯留原因探討



下腹部超音波評估泌尿道系統，包含

攝護腺大小、尿路動力學檢查 (如尿
路流速、膀胱動力等) 可以評估膀胱
功能，包含膀胱逼尿肌與括約肌的

功能[8]。在重新置入尿管後，可以
考慮開立甲型腎上腺素交感神經抑

制劑 (alpha-blocker)，如 prazosin、
terazosin、tamsulosin、doxazosin。
Alpha-blocker 除了可以造成膀胱頸及
尿道平滑肌的放鬆，也可以經由抑制

交感神經的作用，使得逼尿肌的收縮

力有增強的效果[6]。若上述評估與
相關檢查排除神經性膀胱或明顯結構

異常等不可逆原因或是造成尿滯留的

原因已去除，可於 3 至 7 天後再進行
拔除一次，若還是失敗，可以考慮會

診泌尿科醫師進一步評估。

結　語

臨床上導尿管置放相當常見，每

根導尿管都需要探究當初置放的適應

症，若拔除失敗，也應當找出失敗的

可能原因，並且針對暫時性或可逆性 
(藥物或感染) 的原因進行校正。我們
也可以在拔除導尿管前，先評估目前

用藥是否有機會會影響拔管的成功機

率，可以事先調整藥物來增加成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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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Urine Retention after Removal 
of Urinary Cath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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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bundles for infection control ar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care 
bundles for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and urinary 
catheters. Although we regularly monitor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urinary 
catheterization and the rate of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the causes 
of failed trials without catheters (TWOCs) are seldom address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urinary retention to reduce the 
failure rate of TWOCs. In addition, further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failed 
TWOC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urinary catheters, urine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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