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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床工作中
你有遇到过留置尿管患者漏尿的情况吗？



 

 临床情景
  

一般
情况

患者，女性，81岁，因“发现血压高30余年，活动后心悸气促10年，复发伴腰痛3天”入院

诊断     1.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主动脉狭窄，心脏扩大，心功能IV级
    2.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组
    3.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

体格
检查

入院时T：36.3℃，R：22次/分,HR:85次/分,BP:130/70mmHg,SpO2:98%,神志清，精神萎靡，发育正常，
体型消瘦，自主体位。心界扩大，律齐，主动脉瓣可闻及3/6级收缩期杂音，向颈部放射。

辅助
检查

白细胞16.7*109/l、NEUT%：85.2%
胸片：双侧肺纹理增多，主动脉粥样硬化，右侧胸膜轻度增厚，粘连，
彩超：主动脉瓣轻度狭窄，左心房偏大，主动脉瓣及二尖瓣返流（轻度），肾上腺区，肾脏，肾动脉未见
明显异常

尿常规:BIL（+），BLD（+++），200cell/μL,PRO(+),0.3g/L,WBC(++),125cell/μL,镜检WBC-/HP,镜检
RBC2-7/HP.



 

 护理问题

  患者院入院后排尿困难，遵医嘱予留置14号双腔硅胶导尿管后，引出淡黄色澄
清尿液约800ml,夜间尿液引流通畅，次日发现患者的导尿管漏尿。



 

1.发现问题
2.分析尿管漏尿的原因
3.分析该患者尿管漏尿的原因
4.解决问题
5.预防并发症
6.预防再次发生同类问题

临床思维的构建



 

  



 

 留置导尿定义（指南）

  定义：在严格无菌操作下，将导尿管经尿道插入膀胱并保留在膀胱内，引流尿液
的方法。

[1]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护理学会编写的《CUA留置导尿护理指南(2012年版)》



   适应症（指南）

具有临床意义的尿潴留或膀胱颈口
梗阻的患者 如果药物治疗无效而又无外科治疗指证，需要暂时缓解或者长期引流的尿潴留。

尿失禁 为缓解临终患者的痛苦;其他非侵入性措施如使用药物、尿垫等仍不能缓解且患者不能
接受使用外部的集尿装置时。

需要精确监测尿量 需要频繁测尿量时，如危重症患者

患者不能或不愿意收集尿液 如全麻或脊髓麻醉下手术时间较长的外科手术患者;需要实施泌尿系或妇产科手术的围
手术期患者。

需要长时间卧床或固定体位的患者 如潜在的不稳定性胸腰椎、多发伤如骨盆骨折

外科手术时的围手术期使用
泌尿生殖道邻近结构接受泌尿外科手术或者其他手术的患者;可能延长手术时间者(这种
情况下插入的导尿管需要麻醉苏醒室拔除);术中可能会大量输液或使用利尿剂的患者;
术中尿量的监测



   常见问题

p 尿路感染
漏尿

p 血尿
p 尿管脱出
p 疼痛
p 引流不畅

[2] 王颖，杨建国，刘洪娟，尹世玉，等.夹管训练降低短期留置导尿相关并发症效果的Meta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9,08(5):96-97.



原因分析-循证过程

 证据评价[3]

[3]王春青,胡雁. JBI证据预分级及证据推荐级别系统(2014版)[J]. 护士进修杂志,2015,11:964-967



原因分析-循证过程
 

证据提取

1.ICU 患者长期 卧 床、镇静药物的使用及颅内病变也可致尿道括约肌松弛。

( I级推荐,A级证据）

可行 性 适宜 性 临床 
意义

有效 
性

√ √ √ √

2尿道内口松弛引起的漏尿与患者的年龄密切相关，老年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泌尿系统生理功能下降，
尿道括约肌及盆底肌肉松弛，收 缩力较差，导尿管与尿道不能紧贴，造成漏尿.( I 级推荐, A 级证据) √ √ √ √

3.导尿管的水囊进行多次预冲后可使囊壁张 力 减 弱 而 使 水 囊 均 匀 张 开，避 免 了 水囊畸形、张开不均，从而很
好的封闭了水囊与膀胱出口之间 的 缝 隙，使 漏 尿 现 象 得 到 缓 解( Ⅱ级推荐,B级证据) √ √ √ √

4.成年女性一般选用F12-F16导尿管，成年男性一般选用F14-F18导尿管( I  级推荐,A级证据）
√ √ √ √

5.老年人留置导尿管时，注入 10 mL生理盐水 +10 mL 空气，能很有效的减少漏尿地发生，而且病人无不良及
不适反应( Ⅱ级推荐,B级证据) √ √ √ √



原因分析-循证过程
 

证据提取

6.对长期留置硅胶导尿管病人每 4 周更换整个导尿系统，可有效降低患者的漏尿率( I  级推荐,A级证据）

可行 性 适宜 性 临床 
意义

有效 
性

√ √ √ √

7.由细到粗的选择尿管可缓解长期留置导尿管时导尿管对尿道括约肌的压迫程度和刺激程度，规避了从一开始就采用
较大型号导尿管引起的尿道括约肌失禁而导致尿液外渗现象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而对尿液外渗现象起到一定的防制
作用( I 级推荐, A 级证据)

√ √ √ √

8患者精神紧张容易引发膀胱逼尿肌痉挛并加大漏尿风险.( Ⅱ级推荐,B级证据）
√ √ √ √

9腹内压以及膀胱内压升高并使得尿液自尿管流出[（I  级推荐,A级证据）
√ √ √ √

10.尿道内口括约肌松弛和膀胱痉挛均是导致留置管发生漏尿的危险因素( Ⅱ级推荐,B级证据)
√ √ √ √



导尿管原因 病人原因

尿管选择不当

尿管引流不畅
尿管插入深度不当

球囊注水过多或过少

尿道松弛
腹内压增高
角色适应不良
膀胱失用性萎缩
体位

原因分析-循证过程 
        

 漏尿原因证据汇总



  

尿管选择

A 尿管质量：尿管球囊破损或畸形。

尿管球囊破损易导致气囊漏水，气囊逐渐变小会发生漂移，悬浮在膀胱内，如
果膀胱内的尿量较少，则导尿管引流口可能处于尿液平面之上，尿液无法流经
导尿管，出现漏尿最终也会导致尿管易脱出，而畸形的水囊在注水后易堵塞导
尿管侧孔使导尿管阻塞；

［4］黄静莉，陈明君，胡建利，郎剑芳，叶琰玲.导尿管水囊多次预冲法对预防ＩＣＵ患者留置导尿后漏尿的护理效果分析．［Ｊ］．护理与康复，２０１9，18（6）：59-60.



  导尿管原因

尿管选择

B 尿管型号：型号过小

成年女性一般选用F12-F16导尿管
成年男性一般选用F14-F18导尿管

[1]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护理学会编写的《CUA留置导尿护理指南(2012年版)》



  导尿管原因

球囊注水

   球囊注水过多

  注水量过多，球囊压力过大，过大的气囊压迫双侧输尿管开口，使输尿管蠕动
加剧，引起三角肌收缩导致膀胱痉挛以致漏尿



  导尿管原因

球囊注水

球囊注水过少

    1.球囊注水量过少，使球囊不能充分与尿道内口相嵌，使尿道外口漏尿。

    2. 当气囊注入液体膨胀时，注水量过少，球囊发生漂移，悬浮于膀胱内，当膀
胱内尿液较少时，尿管的引流口位于尿液平面以上，无法经尿管排出导致漏尿。

[6]彭清碧.老年留置尿管病人气囊注入量与漏尿的关系研究[J].当代护理志 .2011,12(12).146.



  导尿管原因

尿管引流不畅
原因：
（1）人为性导尿管阻塞：与患者卧床体位的转换，以及引流袋的位置变化有关。

（2）病理性阻塞：因细菌性感染、以及尿液出血、血凝块，或长期不能及时冲洗
造成尿液浑浊，尿液沉淀等

［5］韦明兰.脑出血患者留置导尿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J］.吉林医学，2012，33 （7）：1552-1553.



  导尿管原因

尿管插入深度不当

原因：
（1）导尿管插入过浅：注水固定时，气囊没有完全处于膀胱内压迫尿道口而出现
漏尿

（2）导尿管插入过深：注水固定时，一旦膀胱内有一
定尿液，球囊因浮力作剧容易漂离尿道内口，此时就易发生漏尿现象

［5］韦明兰.脑出血患者留置导尿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J］.吉林医学，2012，33 （7）：1552-1553.



  病人原因

尿道松弛

u老年生理退行性变化：因激素水平下降而发生尿道萎缩，盆底肌和尿道括约肌松
弛而引起漏尿。

u危重患者：颅内病变或截瘫患者由于支配神经障碍，镇静药物均致尿道括约肌及
盆底肌肉松弛。

[8]翟谢民,赵润平,岳丽.序贯选用导尿管在神经内科留置导尿患者漏尿预防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 ,2012,18(31):3-4



  病人原因

膀胱痉挛及失用性萎缩

（1）长期留置导尿管者，气囊刺激膀胱引起膀胱痉挛

（2）采用开放引流和定时间歇的放尿方法排尿，处于非正常的排尿模式，
膀胱贮存功能费用，排尿过程中断，膀胱成空虚及惰性状态，一旦夹闭导尿
管即致尿液外溢。

[8]翟谢民,赵润平,岳丽.序贯选用导尿管在神经内科留置导尿患者漏尿预防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 ,2012,18(31):3-4



  病人原因

腹内压增高

•需吸痰的病人：当腹内压上升，引起膀胱内压上升，经神经传导引起逼尿
肌强有力的收缩，膀胱颈开放，因而，尿液就容易从尿道漏出。

•便秘病人：老年患者大多有习惯性便秘，排便费力时会导致腹内压增高，
从而导致膀胱内压增高，使逼尿肌收缩，导致尿液沿尿管溢出。

•疾病因素：尿路感染，膀胱炎，膀胱肿瘤，尿道狭窄等。

［5］韦明兰.脑出血患者留置导尿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J］.吉林医学，2012，33 （7）：1552-1553.



  病人原因

体位

Ø 当患者侧卧位的时候膀胱容积是变小的，平卧位则相反。

Ø 当病人长时间处于一个体位时，尿管前端易于膀胱内粘膜吸附，导致尿管引流
不畅。

[9]万小菊，俞巧兰，魏剑珑 .神经外科长期留置导尿管女性患者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2018.81.118.02                                                                                              



  病人原因

  角色适应不良

    神志清醒的患者，尤其初次留置尿管时大多不适应尿管的角色变化，不时用力排
尿，在行排尿时膀胱括约肌，逼尿肌等肌肉的主动收缩和舒张运动，致使球囊处封
闭不严，尿液自导尿管旁流出，出现排尿时导尿管和外尿道口处都排尿的情况。

[9]万小菊，俞巧兰，魏剑珑 .神经外科长期留置导尿管女性患者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2018.81.118.02



    该患者尿管漏尿的原因分析

1.患者因素
（1）老年患者，可因激素水平下降而发生尿道萎缩，盆底肌和尿道括约肌松，如
用型号较小的导尿管则易引起漏尿
（2）角色适应不良，患者神志清醒， 又是初次留置尿管，不时用力排尿，膀胱括
约肌，逼尿肌等肌肉的主动收缩和舒张运动，致使球囊处封闭不严，尿液自导尿管
旁流出，出现排尿时导尿管和外尿道口处都排尿的情况
（3）膀胱痉挛，患者神志清醒，留置导尿管，气囊易刺激膀胱引起痉挛导致漏尿



    该患者尿管漏尿的原因分析

2.导尿管因素
（1）气囊内注水过多或过少
（2）导尿管型号：选择了较小型号的导尿管
（3）导尿管引流不畅： 
        a. 患者心功能差，控制入量，入量不足，尿液中的结晶很轻易沉积在导尿管内
壁上，导致管腔狭窄，因阻力增加而导致引流不畅，出现漏尿
       b.尿路感染
       c.尿管夹闭



  临床决策
（一）临床决策
   1.检查导尿管
 （1）通畅性：导尿管呈开放状态且无堵塞
 （2）水囊注水：水囊注水符合规范
   2.降低患者腹内压
 （1）床边B超检查显示膀胱内残余尿量50ml
 （2）询问患者得知，数天未解大便，遵医嘱予开塞露保留灌肠
  3.予心理护理，告知患者留置导尿的目的及注意事项，缓解患者紧张情绪
  4.为患者更换为16号硅胶导尿管
  5.后期注意尿管的护理，预防尿路感染



  效果追踪

更换尿管后3天均未发现有漏尿现象



  并发症的预防

  漏尿患者常常会引发会阴部、骶尾部出现皮炎、压疮等并发症，确保患者
皮肤的干燥、清洁，避免出现压疮、尿湿疹等情况。



   预防再次发生

1.心理干预
（1）操作前医护人员向患者讲解留置尿管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2）操作时保护患者隐私，注意动作轻柔
（3）操作后多与患者沟通交流，保持其心情舒畅，帮助树立信心。

                                          
                                  证据

8.患者精神紧张容易引发膀胱逼
尿肌痉挛并加大漏尿风险.( Ⅱ级推
荐,B级证据）



 预防再次发生

 2.生活指导  
  （1）嘱患者多食用粗纤维食物，以有效促进排便，必要时予缓泻剂通便，避免用
力排便，以免腹压增高而发生漏尿;
 （2） 针对吸烟患者应告知其戒烟，以防因咳嗽、咳痰而导致腹内高压。
 （3）因患者活动，如翻身幅度过大而造成导尿管位置移动，要及时进行健康教育，
指导患者进行适度的运动。  
   
                                                            
                                     证据

腹内压以及膀胱内压升
高并使得尿液自尿管流
出（I  级推荐,A级证据）



 预防再次发生

3.保持尿管引流通畅
（1）鼓励患者多饮水，以增加排尿量，同时达到稀释尿液的目的，有助于引流。
（2）定时检查导尿管有无打折，扭曲，受压或脱出，并及时更换或调节引流袋，
保证其位置位于膀胱高度。
  

 
[9]万小菊，俞巧兰，魏剑珑 .神经外科长期留置导尿管女性患者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2018.81.118.02



 预防再次发生

3.保持尿管引流通畅
   （3）导尿管堵塞处理：a.膀胱黏膜堵塞：注射器注入20ml生理盐水，变换体位
b.尿盐积垢阻塞：鼓励多饮水多排尿，已达到机械性“内冲洗”，必要时更换导
尿管
  

  [9]万小菊，俞巧兰，魏剑珑 .神经外科长期留置导尿管女性患者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2018.81.118.02



 预防再次发生

4 尿道括约肌松弛的处理
  （1）在留置尿管时就要选择较大型号的导尿管。
  （2）适当增加气囊注入量并给予轻轻牵拉；
  （3）可协助患 者取侧卧位，从而减少尿液外流。

［１0］陈晓青，冯仁俊，孙敏．不同牵引重量预防老年患者留置导尿漏尿的效果分析［Ｊ］．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６）：２１６４－２１6６．



 预防再次发生
5 膀胱失用性萎缩的处理
 （1） 清醒患者，可遵照正常生理排尿反射进行排尿，即感到有尿意时，开放导
尿管排尿，至尿液排尽在夹闭导尿管。
 （2）意识不清患者， 夹闭尿管刚开始 1～2h 放尿 1 次，然后逐渐延长至 2～3h 
放尿 1 次， 应用利尿剂或大量输液者适当缩短放尿时间，但必须保证膀胱有一定
容量后再行排尿，防止膀胱萎缩。

[2] 王颖，杨建国，刘洪娟，尹世玉，等.夹管训练降低短期留置导尿相关并发症效果的Meta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9,08(5):96-97.



 预防再次发生

6 预防感染：留置导尿管是导致尿路感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而尿路感染又可导致
多种并发症，引起尿液外溢，因此预防尿路感染至关重要。
（1）置管时严格无菌操作
（2）妥善固定导尿管，防止尿液返流。
（3）定期更换导尿管及引流袋
（4）保持会阴部清洁，指南推荐每天洗澡或使用清水/生理盐水清洁，清洁后可
采用5ml (洁悠神)长效抗菌材料喷洒尿道口周围皮肤、黏膜、导尿管体外段自
尿道口往下6cm范围及导尿装置接口处，分别每次喷洒3喷，每日2次
（5）鼓励患者多饮水，如无特殊禁忌，每天可饮水2000-3000ml，以保证有足够的
尿液持续冲洗尿道。
[12]俞巧兰, 万小菊, 秦艳萍, 陈莉, 丁俊宏. 优质化护理联合康复护理预防脑出血留置尿管手术患者尿路感染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J]. 临床与病理杂志,2020, 40(11): 2956-2960. doi: 10.3978/j.issn.2095-
6959.2020.11.025



 预防再次发生

7 规范膀胱冲洗环节
（1）指南［13］指出，除非需要预防尿管堵塞，否则应避免膀胱冲洗。 
（2）确需膀胱冲洗应规范操作：冲洗液瓶内液面距离床面约６０ｃｍ，滴速一般
为６０～８０滴／ｍｉｎ，一次100-200ml,温度38-40℃。  

［13］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神经源性膀胱护理实践指南( 2017 年版) ［J］． 护理学杂志，2017，32( 24) : 1-7．



 预防再次发生

8 组织相关操作培训
  对临床医护进行留置导尿的规范化培训
（1）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导尿管型号
（2）留置尿管操作标准化
（3）掌握预防尿路感染的相关措施
   



   
[1]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护理学会编写的《CUA留置导尿护理指南(2012年版)
[2] 王颖，杨建国，刘洪娟，尹世玉，等.夹管训练降低短期留置导尿相关并发症效果的Meta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9,08(5):96-97.
[3]王春青,胡雁. JBI证据预分级及证据推荐级别系统(2014版)[J]. 护士进修杂志,2015,11:964-967  
[4]黄静莉，陈明君，胡建利，郎剑芳，叶琰玲.导尿管水囊多次预冲法对预防ICU患者留置导尿后漏尿的护理效果分析.[j]．护理与康复，2019，
18（6）：59-60.
[5]韦明兰.脑出血患者留置导尿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J］.吉林医学，2012，33 （7）：1552-1553.
[6]彭清碧.老年留置尿管病人气囊注入量与漏尿的关系研究[J].当代护理杂志 .2011,12(12).146.
[7]卢婕楠，沈鸣雁，卢 芳 燕．留置导尿管高举平台法固定对减少外科重症患者尿路感染的临床研究[J]．护理与康复，2016，15(5)：451－453．
 [8]翟谢民,赵润平,岳丽.序贯选用导尿管在神经内科留置导尿患者漏尿预防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 ,2012,18(31):3-4
 [9]万小菊，俞巧兰，魏剑珑 .神经外科长期留置导尿管女性患者漏尿原因分析及护理措施探讨[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2018.81.118.02
 [10]陈晓青，冯仁俊，孙敏．不同牵引重量预防老年患者留置导尿漏尿的效果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2017，23(6)：2164－2166．
[11]彭颖皓,邱华云,吴贵玲,等.个性化健康教育对膀胱造瘘冲洗患者尿路感染的影响[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5,36(05):761-763.
[12]俞巧兰, 万小菊, 秦艳萍, 陈莉, 丁俊宏. 优质化护理联合康复护理预防脑出血留置尿管手术患者尿路感染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J]. 临床与病理杂
志,2020, 40(11): 2956-2960. doi: 10.3978/j.issn.2095-6959.2020.11.025
 [13]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神经源性膀胱护理实践指南( 2017 年版) ［J］． 护理学杂志，2017，32( 24) : 1-7．

参考文献



      
在工作和学习中，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谢谢

东莞市厚街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