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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结果质量指标：

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



非计划拔管（UEX）

又称意外拔管（AE），指患者有意造成或任何意外所致的

拔管，即非医护人员计划范畴内的拔管。

通常包含以下情况:

①未经医护人员同意患者自行拔除的导管；

②各种原因导致的导管滑脱；

③因导管质量问题及导管堵塞等情况需要提前拔除的导管。

定义



定义

非计划性拔管（ UEX ）发生率

指统计周期内住院患者发生的某导管非计划拔管例

次数占该周期内某导管留置总日数的比例，或者是占该

周期内导管置管总例数的比例。



不同测量对象UEX发生率

气管插管UEX发生率

胸引管UEX发生率

脑室引流管UEX发生率

动静脉插管UEX发生率

胃管UEX发生率

尿管UEX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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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①：

计算公式

UEX发生率=
同期某导管UEX例次数

×1000‰

统计周期内该导管留置总日数

分母：统计周期内该导管的留置总日数，即统计周期内某管道每天带管

病例数之和。或统计周期内该导管从置入时间到拔出时间所有患者总留

置日数。

分子：统计周期内发生某导管UEX的例次数，如同一患者某类导管多次
发生UEX，则按频次计算拔管例数。



公式② ：

计算公式

UEX发生率=
同期某导管UEX例次数

×100%

统计周期内该导管置管总例数

分母：统计周期内该导管置管总例数，包括周期内原有置管例数和新增置

管例数。拔管后重新置管以及常规更换的导管均纳入新增置管例数中。

分子：统计周期内发生某导管UEX的例次数，如同一患者某类导管多次发
生UEX，则按频次计算拔管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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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①种导管留置总日数计算方法是目前国内外较普遍的计算方

法，导管留置总日数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相对复杂。这种方法的主要

特点是考虑了住院日对UEX的影响。住院日较长会增加UEX的风险，

而且不同留置管道周期时间段内UEX发生率和特征有差别，通过进一

步分析可以得出UEX的高发周期，从而进行针对性干预。

第②种导管留置例数计算方法比较简单，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考

虑置管日数对其影响，且结果数值波动范围较大。



导管登记日表
指标使用方法



导管登记月表

共发生7例UEX，其中胃管和气管插管各3例，尿管有1例。重置

有4例，其中胃管2例，尿管和气管插管各1例。



依据公式，计算得出各种导管UEX发生率数据

管道名称
UEX例
数

当月导管
留置日数

UEX发生率
（例数/留置日数）

当月导管
置管例数

UEX发生率
（例数/置管例数）

胃管 3 375 8.0‰ 64 4.7%

尿管 1 519 1.9‰ 99 1.0%

气管插管 3 205 14.6‰ 62 4.8%

深静脉置管 0 167 0 48 0



患者一般信息
住院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诊断： APACHEⅡ评分：

责任护士一般信息 工作年限： 职称： 学历：

UEX

基本情况

管道名称：
□胃管 □尿管 □气管插管 □深静脉置管 □其他

UEX方式：
□自拔 □滑脱 □ 提前拔管( 阻塞 感染 导管材质 )   □其他

时间：
患者
数：

当班护士人数： 是否重置：□是 □否

UEX时
患者情况

GCS评分： 是否镇静：□是 □否 Ramsay评分：

护士（家属）在旁：
□是 □否

患者状态：
□翻身时 □过床时 □转运时 □卧床时
□检查时 □其他

拔管原因

患者因素： □ 躁动 □约束自拔 □其他

医护因素： □约束不到位 □管道固定不当 □疏忽 □其他

管理因素： □缺乏约束规范 □缺乏管道固定规范和流程 □临床培训不足 □缺乏管道评
估和拔管流程 □其他

沟通因素：□医护人员未进行相关宣教 □宣教方式不当 □医护之间沟通不足 □其他

UEX上报表



案例：以ICU气管插管UEX发生率指标进行护理
质量管理

背景：采用ICU气管插管UEX发生率指标进行护理

质量改进。某医院ICU综合性成人ICU，共有床位16张

，配备护士40名，通过收集数据的方法得出2012年1-3

月份气管插管UEX发生率。



现状把握

由上表得出，第一季度UEX发生率(留置日数)为31.2‰，发生率
（置管例数）为9.9%。

月份 UEX例数 留置日数
UEX发生率

（例数/留置日数）
置管例数

UEX发生率
（例数/置管例数）

一月 5 143 35.0‰ 45 11.1%

二月 4 138 29.0‰ 47 8.5%

三月 5 168 29.8‰ 50 10.0%

某ICU 2012年1—3月气管插管UEX发生率



查阅文献，分析该ICU的UEX发生率水平：

Silva等对1950—2011年发表的气管插管UEX相关文献进行

系统评价，报道近5年气管插管的UEX发生率(留置日数) 1‰～

36‰（M 6‰，IQR4 ‰～12‰）以及发生率(置管例数)为

2.1%～18.9%（M 6.4%，IQR 3.8%～9.6%），发生UEX后再插管

率为1.8%～88% (M 45.8%，IQR 37.5%～58.1%)。



葛向煜等对成人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现状研究显示UEX发

生率(留置日数) 4‰～26‰（M 6.8‰，IQR 6.5‰～16.0‰），

发生率（置管例数）2.0%～22.5%，（M 8.7%，IQR 6.50%～

10.95%)，而再插管率为10.3%～78.0% (M 48.5%，IQR 44.4%～

59.6%)。



原因分析

拔管特征 UEX发生例数 构成比（%）
拔管方式
自行拔管 10 71
非自行拔管 4 29
滑脱（固定不

妥） 1 7
翻身 1 7
口腔护理 1 7
管道牵拉 1 7

约束
有 11 79
无 3 21
镇静
否 10 71
是(Ramsay评分) 4 29
1分 3 22
2分 0 0

3分 1 7
4-6分 0 0

发生时间段
0am -8am 9 64
8am -4pm 2 14

4pm -12MN 3 22
护理人员工作
年限
≤2年 7 50
3-5年 4 28
≥5年 3 22
护患比
≤1：3 8 57
1:2 -1:3 4 29

≥1：2 2 14



64%的气管插管UEX发生在0:00-8:00am时
间段，且9例中有7例发生在5:00-8:00am，
该时间段护士忙于晨间护理，往往不能在
患者身边或巡视不到位引致拔管的发生。

50%的气管插管UEX是由工作年限≤2年的
护士管理。这与年轻护士缺乏临床经验，对
患者拔管风险认识不充分，未能采取有效防
范措施有关。
本案例57%的UEX发生是护患比≤1：3情

况下发生的，说明监护病房护士分管病人
数量直接影响管道安全质量。

约束情况 约束拔管占79%，患者通过挪动头部或四
肢从而将管道拔除，说明存在约束无效的
问题。

发生时间

护理人员工作年限

护患比

（1）与护理环节相关因素





镇静情况
无镇静发生UEX占71%，在使用镇静下发生UEX

占29%，说明镇静与气管插管UEX发生密切相关，
镇静患者中有3例拔管其镇静评分（Ramsay）为1
分，说明镇静不充分仍是拔管的影响因素。

再插管情况
14例气管插管UEX中仅有5例需要再插管，未再

插管的9例中有5例患者是由同一组床位医生分管，
这其中的4例发生在夜间，该组主管医生的观点是
拔管尽量在白天执行，不主张夜间脱机拔管，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也显现出存在拔管延迟的问题。

（2）与医生环节相关因素



14例UEX中，有1例是由急诊科转入ICU路途中发生。分析原

因，该插管仅有1根胶布固定，且专业转运人员是1名在急诊科工

作不足1年的新护士，路途中未能及时观察到导管脱出，与经验

能力不足有关。

(3)多部门协作相关因素



1)评估患者对插管的耐受程度，对有拔管倾向的患者遵医嘱给予约束。
2)约束方式：一般情况下仅约束上肢，将患者的腕部固定在床栏上，注意松
紧适宜，保证患者即使扭头或坐起，手部都不能接触到气管插管。可以佩戴
手套以限制手指的活动度。极度烦躁的患者约束四肢，必要时使用肩带固定
肩部，防止患者突然坐起。
3)协助患者变换体位时，将解除的约束带缠绕在医务人员的手腕上，防止患
者自行拔管。
4)各项操作后检查约束情况，尤其是翻身后、医生查房和抽血后。
5)将患者双手置于护士视野可及范围。

规范的约束

弹性排班

加强培训

1）在现有基础上早晨增加一个护士人力，保证大夜班早晨时间段患者的安全。
2) 建立ICU动态调整人力制度，常规12人每班有责任护士6名，设备班1名，当病
人总数超过15人时，启用备班。如遇到特殊应急或抢救，立即逐级汇报，启动医
院应急情况下人力调配制度，增加ICU护理人力。

改进措施

对护士进行有效约束的规范化培训和考核，针对低年资护士的岗位资质
培训中设立预防UEX发生的系列课程，内容包括：气管插管患者的心理状况
、常见拔管原因、插管固定方法、约束技巧、合理镇静、与插管患者交流和
沟通技巧、UEX对患者的危害和发生UEX后应急处理预案等。



分管医生和护士每日对留置气管导管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建立

了拔管指征评估规范和拔管流程。医护合作，及时评估管道留置的

必要性，一旦达到拔管指征，及时给予拔管。

合理的镇静

医护合作制定留置管道评估及拔管流程

加强多部门协作

加强医护沟通，制定镇静规范流程。护理人员及时运用Ramsay

量表评估镇静效果，将患者镇静评分控制在2分及以上；无镇静的患

者，要做好沟通解释，促进舒适，采取措施积极预防拔管的发生。

危重患者转运前再次做好评估，包括各管道的固定及准备工作

，途中必须由有转运资质的护士来运送，做好安全转运。

改进措施



实施改进措施后，第二季度气管插管UEX共4例，UEX发生率(

留置日数)由31.2‰下降至9.1‰，以及发生率（置管例数）由9.9%

下降至3.0%。

改进后效果

月份 UEX例数 留置日数
UEX发生率

(例数/留置日数)
置管例数

UEX发生率
(例数/置管例数)

四月 2 156 12.8‰ 48 4.2%

五月 1 138 7.2‰ 42 2.4%

六月 1 145 6.9‰ 45 2.2%

某ICU 2012年4-6月气管插管UEX发生率



UEX监测的可靠性

 采用固定人员、固定时间段收集和双人复核数据

 规范医疗和护理电子病历信息系统

 加强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宣传和培训，简化上报流程

 深化非惩罚性报告制度，提高主动上报率

 设计合理的数据收集表单，使数据收集过程条理化、清晰化，减

少数据的遗漏

数据采集时注意事项



UEX监测的可操作性

 使用手工方式统计留置日数和置管例数时，建议以日进行收

集、统计导管日天数和例数。

 使用电子信息系统提取留置日数和置管例数时，应注意加强医

护合作，规范标准语言和医嘱开立，尤其是各管道留置及拔除时

间的实时记录，便于提取相关信息的准确。



导管统计

统计导管日

源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建鸣主任的课件，致谢！



分类计算

由于因各种治疗目的而置入的管道种类众多，每一种管道其自

身特征、UEX的风险因素以及发生后的危害程度均有不同，因此建

议根据不同对象采用分类统计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收集相关资料和

数据，更利于科学的比较。

高危导管 & 发生UEX频率高的导管

监护室 & 普通科室 & 特殊导管科室

不同人群分类统计



指标意义

导管是患者的生命线，发生UEX会危害患者安全，影响患者预后

不同管道UEX的风险也不同

UEX发生与护理工作的投入以及护理服务的过程密切相关

UEX发生与患者状态、护患比、护理时数、不同级别护士的配置

等相关



UEX发生率 & 其他敏感性指标的关系

与约束具使用率

与护患比

约束并不能降低UEX的发生率

UEX事件发生与护理人员的数量有很大关系，随着护患
比的减少，UEX发生有所增加

与不同级别护士的配置

UEX多发生于ICU工作时间短、低年资护士的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