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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操作及管理指南（2021）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循证专业委员会

［摘要］　新生儿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但在应用过

程中存在并发症的风险。该指南基于国内外相关证据，采用证据推荐分级评估、制定与评价方法（GRADE），

制定新生儿 PICC 操作及管理指南，旨在帮助新生儿科医护人员规范 PICC 的操作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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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for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PICC. Based on the current evidence in 
China and oversea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PICC in neonates were developed by 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in order to help the NICU staff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ICC.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21, 23(3):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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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外 周 置 入 中 心 静 脉 导 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 是 指 经 外 周 静 脉

置管，导管尖端定位于中心静脉的技术 [1]。我国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新生儿 PICC，因其具有留

置时间长、避免频繁穿刺、减少刺激性药物对血

管的损伤等优点，现已广泛应用于新生儿重症监

护 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2-3]。 但

如操作不当，存在并发症的风险，如导管异位、

导 管 相 关 血 流 感 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CRBSI）、静脉炎、导管断裂、静脉血栓、

导管堵塞等，严重影响患儿的疾病救治，甚至危

及生命 [4-9]。本指南基于循证证据而制定，以帮助

新生儿科医护人员规范 PICC 操作及管理，预防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患儿安全。

1　指南的形成

1.1　指南的发起、制定及评审小组

本指南由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循

证专业委员会发起，由新生儿专业医师、新生儿

护理团队及循证医学、影像学等领域专家组成指

南制定小组，并通过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

分会常委组成的外部评审专家组评审。

1.2　指南的注册及计划书的撰写

本 指 南（国 际 实 践 指 南 注 册 号：IPGRP-
2020CN074）目标使用者为新生儿科医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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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适用人群为入住 NICU 的新生儿。本指

南以《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手册（第二版）》

为方法学依据，并参考指南研究和评估工具（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 Evaluation 

Ⅱ, AGREE Ⅱ） 及 卫 生 保 健 实 践 指 南 的 报 告 条

目（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 RIGHT）而制定 [10-13]。

1.3　临床问题的遴选和确定

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如置管适应证、并发症处理等，提出临

床问题。部分问题，如 PICC 相关风险等内容与患

儿监护人充分沟通，考虑其观点，最终根据专家

意见形成本指南的关键临床问题。

1.4　证据检索

文献的纳入标准：临床指南、专家共识、证

据总结、系统评价 /Meta 分析、随机对照试验及观

察性研究。排除标准：不能获得全文、无参考文

献的报道、翻译或改编的指南、非中 / 英文文献、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文献。

检 索 平 台 包 括 UpToDate、BMJ Clinical 
Evidence、美国国立指南文库（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 NGC）、 苏 格 兰 院 际 间 指 南 网

（Scottish Intercollegiate Guidelines Network, 
SIGN）、国际指南协作组（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 GIN）、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中国临床指南文库等网页；同时检索

JBI 循证实践数据库（JBI’s Evidence-based Practice 
Database）、PubMed、MEDLINE、Embase、

Central、Cochrane Library、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检索时限

为建库至 2020 年 8 月 1 日。以 MeSH 主题词加

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索。检索的 MeSH 主

题 词 为：“infant, newborn”“catheterizations, 
peripheral”；自由词为主题词加相关的款目词及

文献中的关键词，检索策略在完成预检索后进行

完善。文献筛选的流程见图 1。

表 1　GRADE 证据质量分级 [10,16]

证据等级 定义

高（A） 非常确信真实效应值接近效应估计值

中（B） 对效应估计值有中等程度的信心：真实效应值有可能接近效应估计值，但仍存在两者大不相同的可能性

低（C） 对效应估计值的确信程度有限：真实效应值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

极低（D） 对效应估计值几乎没有信心：真实效应值很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1.5　推荐意见的形成

采 用 证 据 推 荐 分 级 评 估、 制 定 与 评 价 方

法（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以 GRADE

手册为指导，使用 GRADEpro 软件及指南制定工

具（GRADEpro and the Guideline Development Tool）

对纳入的证据进行质量评价和分级 [14-15]，并综合证

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形成推荐意见。GRADE 将证据

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4 个等级（表 1），

推荐强度分为“强推荐、弱推荐”2 个等级。强推

荐指当干预措施明确显示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时

所作推荐；弱推荐指当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

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时所作推荐 [10,16]。

初筛获得文献（n=6 683）：

指南网及专业协会指南（n=35），UpToDate（n=11），ACP-Journal Club

（n=115），BMJ Clinical Evidence（n=3），BMJ Best Practice（n=1），

Cochrane Library（n=754），Central（n=87），Embase（n=455），JBI-
Evidence Summary（n=14），MEDLINE （n=825），Web of Science（n=1 787），

PubMed（n=743），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n=1 074），中国知网

（n=671），万方数据库（n=108）

重复文献（n=953）

剔重后获得文献（n=5 730）

初筛得到文献（n=983）

追溯参考文献（n=8）

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文献（n=4 747）：

     研究对象不符合（n=1 771）

    主题不符合（n=2 413）

     研究设计不符合（n=563）

阅读全文排除文献（n=908）：

    无法获得全文（n=2）

    结局指标不符合（n=281）

    重复报道（n=6）

    有更新版文献（n=3）

    质量评价为不合格（n=616）

纳入文献（n=83）：

指 南（n=7）， 专 家 共 识 及 标 准（n=3），JBI-Evidence 

Summary（n=2），BMJ Best Practice（n=1），UpToDate（n=3），

Meta 分析和系统评价（n=17），随机对照试验（n=16），

观察性研究（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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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荐意见

2.1　置管适应证

推荐意见  1：超早产儿（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输注营养液≥ 5 d（D 级证据，

弱推荐）。

推荐意见 3：输注高渗性（>600 mOsm/L）液

体（D 级证据，弱推荐）。

推荐意见 4：输注 pH<5 或 pH>9 的液体或药

物（D 级证据，弱推荐）。

2020 年 BMJ Best Practice《早产儿管理》提出，

超早产儿有潜在的长期肠外营养和用药需求，故

推荐将超早产儿纳入置管适应证 [17]。

2020 年 NICE《新生儿肠外营养》提出，经外

周静脉输注营养液存在损伤血管的风险，推荐新

生儿如需输注营养液≥ 5 d 时应通过中心静脉导管

输注 [18]。

外周静脉输注高渗性液体时，有发生静脉炎

的高风险，且外周静脉只能耐受短时间高渗性液

体输注 [19-21]。故输注高渗性（>600 mOsm/L）液体时，

推荐行 PICC[19]。

研究表明，成年患者经外周静脉输入 pH<5 或

pH>9 的液体或药物时常有剧烈的烧灼痛 [19]。虽目

前尚无新生儿相关研究的报道，但考虑到酸碱性

较强的液体或药物对血管的损伤，推荐输入 pH<5

或 pH>9 的液体或药物时行 PICC[19,22]。

2.2　人员资质及培训

推荐意见 1：推荐组建专业的 PICC 管理团队

（B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定期培训医护人员 PICC 相

关知识（B 级证据，强推荐）。

PICC 应由经过正规培训的工作人员操作，推

荐组建专业的 PICC 管理团队 [23-25]。系统评价显示，

建立专业的 PICC 管理团队有利于降低 CRBSI 发生

率，降幅达 1.4~10.7/1 000 导管日 [26-30]。

专业的 PICC 管理人员，应持续、定期接受培

训和评估 [25,31-36]。采取包括培训在内的综合性预防

策略能显著降低 CRBSI 发生率 [37-38]。一项队列研

究结果显示，培训医护人员血管通路置入及维护

的策略可将感染率从 9.2/1 000 导管日降至 3.3/1 000

导管日（RR=0.36，95%CI：0.20~0.63，P<0.05）[35]。

2.3　导管选择

推荐意见 1：推荐在满足治疗需要的前提下选

择小管径的单腔导管（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根据可获得性选用硅胶或聚

氨酯材质的导管（D 级证据，强推荐）。

2020 年《输液导管相关静脉血栓形成中国

专 家 共 识》、 美 国 静 脉 输 液 护 理 学 会（Infusion 

Nurses Society, INS）《静脉治疗实践标准（2016

年 版 ）》 及 美 国 新 生 儿 护 士 协 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eonatal Nurses, NANN）《PICC 临

床实践指南 ( 第三版 ) 》提出，选择管径最小、管

腔最少的导管以减少静脉炎发生 [19,23-24,31,39]。可供

选择的 PICC 管径为 1.1~3 Fr （1 Fr=1/3 mm），以

1.1~2 Fr 较常用 [19]。目前国内常用 1.9 Fr。管腔主

要有单腔和双腔两种，双腔导管多用于接受全肠

外营养、多种不相容药物或容量复苏的新生儿，

但 相 比 单 腔 导 管， 使 用 双 腔 导 管 会 增 加 CRBSI

（2.43% vs 4.96%，P=0.015）、血栓形成（0.00% vs 

1.22%，P=0.005）、 非 计 划 拔 管（OR=2.1, 95% 

CI：1.10~4.10，P<0.05）的风险 [19,40-41]。故推荐在

满足治疗需要的前提下选择小管径的单腔导管以

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新 生 儿 PICC 导 管 有 硅 胶 和 聚 氨 酯 两 种 材

质 [19,42]。一项队列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硅胶和聚氨

酯导管行 PICC，堵管、感染、输液渗漏、静脉炎

等并发症的总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43]。硅胶导管在

减少静脉血栓方面具有优势，比聚氨酯导管更耐

化学腐蚀；而聚氨酯导管更坚韧，导管破裂的风

险较低，但有增加血栓的风险 [24,44]。临床应根据实

际情况及可获得性选择导管。

2.4　置管部位及静脉选择

推荐意见 1：推荐优先选择经下肢静脉置管

（B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经下肢静脉置管时首选大隐

静脉（D 级证据，强推荐）。

有研究显示，经上肢静脉置管可降低血栓的

发生率（OR=0.23，95%CI：0.07~0.77，P<0.05）[45]。

3 项包含 10 256 例新生儿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经下肢静脉置管可降低 PICC 的总并发症发生率，

尤其是 PICC 异位的发生率 [45-47]。相比上肢静脉，

下肢静脉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更高 [46-48]。故推荐

优先选择经下肢静脉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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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相比经股静脉置管，经大隐静脉

行 PICC 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更高，堵管和感染发

生率更低，可作为新生儿置管首选 [49]。除大隐静

脉外，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

提出，可供新生儿 PICC 选择的静脉还有小隐静脉、

腘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腋静脉、

颞浅静脉、耳后静脉及颈外静脉 [19]。目前尚未见

选择以上不同静脉置管效果排序的报道。故临床

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权衡不同静脉置管的利弊进

行临床决策。

2.5　置管前消毒

推荐意见 1：推荐使用碘伏消毒皮肤（D 级证

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使用碘伏消毒后，用无菌

0.9% 氯化钠溶液清洗碘伏残留物（D 级证据，弱

推荐）。

推 荐 意 见 3： 不 推 荐 使 用 葡 萄 糖 酸 氯 己 定

（chlorhexidine gluconate-impregnated, CGI）或酒精

消毒皮肤（D 级证据，弱推荐）。

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

美国妇产新生儿护士学会（Association of Women's 

Health, Obstetric and Neonatal Nurses, AWHONN）/

NANN《新生儿皮肤保护临床实践指南》均提出，

碘伏可用于新生儿皮肤消毒 [19,50]。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预防导管相关血流

感染指南》、AWHONN/NANN《新生儿皮肤保护

临床实践指南》及近年来的研究均提出，新生儿

甲状腺功能异常与含碘消毒剂的暴露有关 [25,50-51]。

系统评价显示，胎龄 <32 周的早产儿暴露于碘伏

消毒液中可造成甲状腺功能异常 [52]。一项 RCT 结

果表明，胎龄 <32 周的早产儿使用碘伏消毒后促

甲状腺激素水平增高（P<0.05）[51]。考虑到碘伏残

留物对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的潜在危害，故推荐使

用碘伏消毒且待干后，使用无菌 0.9% 氯化钠溶液

清洗碘伏残留物以减少碘吸收 [19,50]。

 尽管有证据表明 CGI 在成人和儿童中预防

CRBSI 具有优越性，但目前 CGI 在新生儿中应用

的安全性尚无定论 [53-54]。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

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ELBWI）生后 2 d 内使用 CGI 后，11% 发生了红

斑和灼伤等皮肤刺激反应 [55]。同时 CGI 在极低出

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VLBWI）的

应用中也有类似不良反应发生 [56-58]。故不推荐 CGI

用于皮肤消毒。另有报道认为，含酒精成分的消

毒剂可能导致新生儿皮肤灼伤 [59-62]。故不推荐使

用酒精用于皮肤消毒。

2.6　辅助置管

推荐意见 1：推荐采用超声引导辅助置管（A

级证据，强推荐） 。

超声引导下行 PICC 可提高首次穿刺成功率、

缩短置管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 [31,63-66]。欧洲

《ESPGHAN/ESPEN/ESPR/CSPEN 儿科肠外营养指

南：静脉通路》等提出，在超声引导下进行中心

静脉置管，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36,67]。2 项 RCT

结果表明，超声引导下行 PICC 可减少置管操作时

间、降低异位发生率和 CRBSI 发生率 [65,68]。故推

荐采用超声引导辅助置管。

2.7　疼痛管理

推荐意见 1：推荐使用局部麻醉霜剂（D 级证

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联合使用鸟巢姿势、抚触、

音乐、非营养性吸吮、蔗糖水 / 母乳安抚等非药物

措施（C 级证据，强推荐）。

PICC 导致的疼痛属于中 - 重度疼痛范畴，

可通过操作前局部使用麻醉药物，并辅以非药物

性措施缓解置管疼痛 [69]。（1）药物镇痛：NANN

《PICC 临床实践指南 ( 第三版 )》及中国《新生儿

疼痛评估与镇痛管理专家共识（2020 版）》等提出，

置管前 60 min 使用局部麻醉低熔混合物（eutectic 

mixture local anesthetics, EMLA），紧急情况下可直

接行 0.5%~1% 利多卡因（2~4 mg/kg）皮下浸润镇

痛 [19,69-70]。（2）非药物缓解疼痛：推荐在置管时

联合采用多种非药物措施缓解疼痛，包括鸟巢姿

势、抚触、音乐、非营养性吸吮、蔗糖水 / 母乳吸

吮安抚等方法 [19,69-73]。系统评价显示，使用以上感

觉刺激的综合方法比单用口服蔗糖水更能有效缓

解操作性疼痛 [74]。

2.8　尖端定位

推荐意见 1：推荐胸部 X 片定位 PICC 尖端（C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超声技术定位 PICC 尖端（C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3：推荐腔内心电图技术定位 P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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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C 级证据，弱推荐）。

推荐意见 4：推荐定位 PICC 尖端时，患儿体

位须保持一致（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5：推荐经下肢静脉置管时，PICC

尖端须在下腔静脉内（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6：推荐经头部或上肢静脉置管时，

PICC 尖端须在上腔静脉内（D 级证据，强推荐）。

拍摄胸部 X 片确认 PICC 尖端位置是目前使

用最多的定位方法，PICC 尖端显示率高达 100%，

但存在 X 线暴露的危害 [75-76]。近年来超声技术和

腔内心电图技术（endocavitary electrocardiography, 

EC-ECG）在 PICC 尖端定位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超声技术便于动态观察 PICC 尖端，同时避免了

X 线暴露。研究显示，使用超声定位的灵敏度为

97%~100%，特异度为 89.5%~100%[75-79]。另有研

究发现，置管过程中采用 EC-ECG 可观察腔内心

电图特异性 P 波波幅与 R 波的比例来确定导管尖

端位置，定位准确率为 89.6%~94.9%[80-83]。但存在

波形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缺点。故定位 PICC 尖端

时，临床应根据可及性选择定位方法。

INS《静脉治疗实践标准（2016 年版）》[31]

及 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19] 提出，

体位改变，如手臂运动和身体位置的变化均会影

响导管尖端的位置和深度。故推荐定位 PICC 尖端

时，患儿每次体位须保持一致。

研究表明，下肢静脉置管时导管尖端须在下

腔静脉内，即 T9~T11 水平之间，可降低 PICC 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19,31,84-85]。

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提出，

经头部或上肢静脉置管时，PICC 尖端须位于上腔

静脉内 [19]。INS《静脉治疗实践标准（2016 年版）》

提出，上腔静脉置管时尖端应位于上腔静脉的下

三分之一处 [31]。对于身长在 47~57 cm 的新生儿，

中心静脉导管尖端应置于气管隆突（约 T5）以上

至少 0.5 cm，以确保导管尖端置于心包之外，避免

心包填塞的发生 [36,86]。一项关于引起患儿心包填塞

原因的研究中，有 1.3% 与中心静脉置管有关，且

均发生在新生儿 [87]。PICC 尖端异位可引起胸腔积

液或心包积液。一项纳入 3 454 例 PICC 的研究发

现，其中 10 例发生胸腔积液，5 例发生心包积液，

发生胸腔积液与 PICC 导管尖端离心脏较远（T2）

有关，而发生心包积液与 PICC 导管尖端离心脏较

近（经上肢 T6.2，经下肢 T5.5）有关 [88-89]。故推

荐经头部或上肢静脉置管时尖端应位于 T4~T6 水

平之间。

2.9　冲管与封管

推荐意见 1：推荐用药前后使用 0.9% 氯化钠

溶液冲管（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使用 1 IU/mL 肝素封管（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3：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溶液封管

（D 级证据，强推荐）。

 INS《静脉治疗实践标准（2016 年版）》提出，

为预防 PICC 堵管，应进行有效的冲管、封管，冲

管和封管之前，应对连接面进行消毒，并采用脉冲

式冲管 [31]。冲管的 0.9% 氯化钠溶液量应为导管容

积的 2 倍，频率应视需求而定，用药前后、两种药

物使用之间及导管回血时均须冲管 [19,31]。封管宜选

用肝素溶液，容积应不少于血管通路装置与附加装

置（如三通管）容量之和的 1.2 倍，且封管液肝素

浓度应为 1~10 IU/mL[17,19]。BMJ Best Practice《早产

儿管理》推荐预防早产儿中心静脉通路堵管的肝素

液有效浓度为 1 IU/mL[17]。考虑到新生儿尤其是早

产儿凝血功能尚未成熟，推荐使用 1 IU/mL 的肝素

溶液封管以保证安全。

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溶液封管，但对多次

发生 CRBSI 且长期使用 PICC 的患儿，可考虑预

防性使用抗生素溶液封管 [31]。系统评价显示，使

用抗生素封管可预防 CRBSI（RR=0.15，95%CI：
0.06~0.40，P<0.05），但因各研究使用的抗生素

不同，难以评估不同抗生素的效果 [90]。2020 年

UpToDate《非血液透析导管相关感染的封管治疗》

提出，与肝素无配伍禁忌并能长时间保持活性的

常用抗生素包括万古霉素、头孢唑林和头孢他啶

等 [91]。但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支持最佳的抗生素选

择方案。

2.10　敷料选择与更换

推荐意见 1：推荐使用无菌透明敷料或纱布敷

料覆盖置管处（A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在敷料浸湿、松动、污染的

情况下及时更换（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3：不推荐使用含氯己定的敷料（B

级证据，强推荐）。

《预防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指南》提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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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菌透明敷料或纱布敷料覆盖置管处 [25]。系

统评价结果显示，透明敷料和纱布敷料对 CRBSI

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71，95%CI：
0.20~2.52，P>0.05）[92]。但透明敷料可更好地观察

穿刺点情况。

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及

CDC《预防导管相关血流感染指南》推荐儿童透明

敷料更换应依据临床实际所需，如在透明敷料浸

湿、松动、污染的情况下更换 [19,24-25,37,93]。新生儿

尤其是 VLBWI，更换 PICC 敷料过频可能引起皮肤

损伤。故推荐在敷料浸湿等情况下进行更换，不

推荐定时更换。

系 统 评 价 显 示， 与 透 明 敷 料 相 比，CGI 敷

料 可 以 减 少 CRBSI 发 生 率（RR=0.51，95%CI：
0.33~0.78，P<0.05），但可引起严重的局限性接触

性皮炎 [94]。有系统评价和 RCT 显示，CGI 引起新

生儿皮肤损伤的发生率高，有 15% 的 VLBWI 出现

了局限性接触性皮炎 [95-96]。故不推荐使用 CGI 敷料。

2.11　PICC 拔管

推荐意见 1：推荐治疗不需要 PICC 时拔管

（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2：推荐高度怀疑或已发生 CRBSI

时拔管（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3：不推荐发生血栓后常规拔管（B

级证据，强推荐）。

多中心队列研究结果表明，置管 2 周后发生

CRBSI 的 风 险 会 明 显 增 加（RR=2.04，95%CI：
1.12~3.71，P<0.05），故应每日评估是否需要保留

PICC，当不再需要时及时拔管 [97]。

《输液导管相关静脉血栓形成中国专家共识》

和 INS《静脉治疗实践标准（2016 年版）》提出，

高度怀疑或已发生 CRBSI 及其他严重并发症时拔

管 [31,39,98]。

现 有 证 据 均 不 推 荐 发 生 血 栓 后 常 规 拔

管 [25,31,99-100]。拔管后另选静脉置管会有 86% 的风

险再次出现血栓 [101]。一项队列研究结果表明，重

复 置 管 会 增 加 血 栓 的 风 险（OR=6.00，95%CI：
2.25~16.04，P<0.05）[102]。若发生 PICC 相关血栓

后患儿仍有 PICC 需求，可在抗凝治疗下继续保留

导管 [31,99-100,103]。故不推荐在发生血栓后常规拔管。

2.12　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推荐意见 1：推荐持续输注 0.5 IU/(kg · h) 的肝

素以降低堵管发生率（A 级证据，强推荐）。

推 荐 意 见 2： 推 荐 应 用 集 束 化 护 理 以 预 防

CRBSI（A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3：不推荐使用肝素预防 PICC 相关

血栓的形成（A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4：推荐冲管和封管时使用≥ 10 mL

注射器，遇阻力停止冲管，采用轻柔拔管预防导

管断裂（D 级证据，强推荐）。

推荐意见 5：推荐拔管困难时暂缓拔管，经热

敷后再尝试拔管（D 级证据，弱推荐）。

推荐意见 6：推荐拔管失败后使用扩血管药物

外敷静脉、导丝引导拔管，必要时手术取出导管（D

级证据，弱推荐）。

3 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显示，持续输注肝

素可降低新生儿 PICC 堵管率 [104-106]。2 项 RCT 结

果表明，持续输注 0.5 IU/(kg · h) 的肝素，可有效

降低 PICC 堵管率，且无其他不良反应 [107-108]。持

续输注肝素的方式各异，大多采用在全肠外营养

中加入肝素输注的方式 [107,109-111]，也有采用将肝

素加入 10% 葡萄糖或 5% 葡萄糖溶液中输注的方

式 [108,112]。但目前尚无证据支持哪种方式更优。

Meta 分析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应用集束化

护理可有效预防 CRBSI[94,113-114]。集束化护理内容

主要包括：正确消毒皮肤、保持穿刺时最大化无

菌屏障、严格执行手卫生、选择合适的导管与置

管静脉、每日评估导管是否需要等 [113-114]。

系统评价显示，肝素输注组与无肝素输注组

间的血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3，

95%CI：0.58~1.51，P>0.05） ， 肝 素 不 能 预 防

PICC 相关血栓发生 [104,115]。故不推荐使用肝素预防

PICC 相关血栓的形成。

PICC 导管体内断裂可威胁患儿生命。研究发

现，带管时间、导管相关并发症与导管断裂显著

相关 [116]。NANN《PICC 临床实践指南（第三版）》

提出，使用小容量注射器产生的较大压强、用力

拔管等不恰当的操作均可能造成导管断裂。故应

使用≥ 10 mL 容量的注射器进行冲管和封管，如

遇阻力应停止冲管，以免造成导管断裂。另外，

强行拔管等不当操作也是造成导管断裂的重要原

因，故拔管时应轻柔 [19]。一旦发生导管断裂，应

用止血带压住穿刺点上方静脉阻断静脉血流，以

防止断裂碎片随血流移动，止血带的松紧应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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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动脉血流为宜。同时应立即拍摄胸部 X 片确

认断裂端的位置，如断裂碎片留在外周静脉，可

采取静脉切开术取出，如断裂碎片留在中心静脉，

则需通过介入手术或心胸外科手术取出 [19]。

拔管困难时应立即停止并评估原因。可尝试

用 0.9% 氯化钠溶液沿静脉走向热敷穿刺点上方静

脉 20~30 min，若拔管仍困难，应间歇热敷，并于

12~24 h 后再次尝试拔管 1~2 次 [19]。如仍失败则考

虑使用扩血管药物外敷静脉、导丝引导拔管或手

术取出 [117-118]。

3　小结

新生儿 PICC 在临床中应用广泛，规范 PICC

的操作及管理对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极为重要。本

指南基于目前国内外能获取的证据，根据 GRADE 

方法进行证据分级，并经同行专家认真讨论后形

成，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在应用过程中

可能遇到技术及设备条件不足等障碍因素，如超

声引导辅助置管及尖端定位、EC-ECG 技术等，应

根据所在单位实际情况开展。本指南拟 3 年更新

一次，在检索新的证据后咨询专家意见、收集使

用人群及目标人群的意见，形成指南更新决策证

据表，遵循 RIGHT 及指南更新报告清单进行更新。

本指南共有 37 条推荐意见，其中 A 级 5 条（14%），

B 级 5 条（14%），C 级 4 条（11%），D 级 23 条（62%）。

高级别证据较少，这可能与新生儿 PICC 多应用于

危重新生儿，RCT 设计严格，实施难度大有关，

需进一步进行临床研究，但本指南呈现的是现有

可获得的最佳证据。本指南推荐意见汇总见表 2。

表 2　新生儿 PICC 操作及管理指南推荐意见

项目 推荐意见
证据等级及
推荐强度 #

置管适应证 • 超早产儿 D1

• 输注营养液≥ 5 d D2

• 输注高渗性（>600 mOsm/L）液体 D2

• 输注 pH<5 或 pH>9 的液体或药物 D2

人员资质及培训 • 推荐组建专业的 PICC 管理团队 B1

• 推荐定期培训医护人员 PICC 相关知识 B1

导管选择 • 推荐在满足治疗需要的前提下选择小管径的单腔导管 D1

• 推荐根据可获得性选用硅胶或聚氨酯材质的导管 D1

置管部位及静脉选择 • 推荐优先选择经下肢静脉置管 B1

• 推荐经下肢静脉置管时首选大隐静脉 D1

置管前消毒 • 推荐使用碘伏消毒皮肤 D1

• 推荐使用碘伏消毒后，用无菌 0.9% 氯化钠溶液清洗碘伏残留物 D2

• 不推荐使用葡萄糖酸氯己定或酒精消毒皮肤 D2

辅助置管 • 推荐采用超声引导辅助置管 A1

疼痛管理 • 推荐使用局部麻醉霜剂 D1

• 推荐联合使用鸟巢姿势、抚触、音乐、非营养性吸吮、蔗糖水 / 母乳安抚等非药物措施 C1

尖端定位 • 推荐胸部 X 片定位 PICC 尖端 C1

• 推荐超声技术定位 PICC 尖端 C1

• 推荐腔内心电图技术定位 PICC 尖端 C2

• 推荐定位 PICC 尖端时，患儿体位须保持一致 D1

• 推荐经下肢静脉置管时，PICC 尖端须在下腔静脉内 D1

• 推荐经头部或上肢静脉置管时，PICC 尖端须在上腔静脉内 D1

冲管与封管 • 推荐用药前后使用 0.9% 氯化钠溶液冲管 D1

• 推荐使用 1 IU/mL 肝素封管 D1

• 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溶液封管 D1

敷料选择与更换 • 推荐使用无菌透明敷料或纱布敷料覆盖置管处 A1

• 推荐在敷料浸湿、松动、污染的情况下及时更换 D1

• 不推荐使用含氯己定的敷料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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