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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海醇外渗致筋膜间隙综合征
1 例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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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回顾分析 1 例碘海醇外渗致筋膜间隙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治疗与护理方法。主要包括：做好患肢肿胀期间
治疗，合理摆放患肢体位，严密观察患肢肿胀的范围及程度，及时使用 50%硫酸镁和土豆片外敷，合理运用脱水剂及止痛剂；正确处理
药物外渗

筋膜间隙综合征

护理

非离子对比剂碘海醇，因其适应证广泛、耐受性好、

诊断影像清晰等优点在 CT 增强扫描中被广泛应用。在

硫酸镁左手背湿敷回病房。回病房后继续硫酸镁湿敷与

确保在对比剂未经静脉系统流出时进行扫描，从而有效

五指不能弯曲，左侧手掌部皮肤部分发白，注射处可见

地反映局部血流灌注量的改变，
获得组织功能方面的信

瘀青，桡动脉搏动可及，疼痛加剧，请骨科会诊，予强痛

CT 增强扫描检查过程中，对比剂的注射必须足够快，以
息变化 。因此，对比剂必须使用高压注射器，以 3.0~

喜疗妥药膏涂擦，20颐30 时检查见整个前臂肿胀，透亮，

定针 100mg 肌肉注射，甘露醇 125ml 静脉滴注，地塞米

4.0ml/s 即 3 600 滴/min 的速率进行静脉注射。如此注射

松 5mg 静脉推注。11 月 1 日 8颐30 手背出现大小不等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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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小组会诊，予水疱抽吸，消毒，前臂、手腕及手掌均

对血管壁冲击力大，对比剂极易外渗，可导致局部组织

粘连甚至坏死，甚至可能造成关节功能障碍或被迫截

肢 。本院 2016 年 10 月收治 1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住院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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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行腹部 CT 增强扫描时因碘海醇外渗致筋膜间隙

网

综合征，
经过 20d 的治疗与护理，康复出院，现将护理体

会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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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
女，65 岁。2016 年 10 月 25 日因
“间断性下腹

疱，大的有 2~3cm，小的呈点状，10颐00 请血管外科、静脉

用土豆片贴敷，至 17颐00 左上前臂肿胀较前有所消退，

左大拇指及小手指肿胀明显消退，手掌部转红润，手指

能背伸，但手背肿胀未消退，水疱面积汇集，疼痛明显。
11 月 3 日再次请手外科、骨科、血管外科、药剂科、伤口

小组组长、静脉输液小组组长会诊，予甘露醇 125ml 临
时静脉滴注 2d，剪除手背大水疱，改用纳米银离子抗菌

敷料换药，夜间口服 0.2g 塞来昔布。 5d 后手背水疱处

皮肤完全愈合，但在靠近手背手腕处有一个 2cm 搏动

月 29 日肠镜检查为缺血性肠病，10 月 30 日 17:00 点行

声区，部分呈液性，考虑为包裹积液。11 月 13 日在臂丛

学

部疼痛伴腹泻 1 年余，再发伴血便 1d”予消化道出血入

医

院，
入院后 5d 经过护胃等治疗，腹痛、
血便症状缓解，10

腹部 CT 增强扫描，在注射碘海醇到 40ml 时，患者主诉

江

疼痛，技师立即停止注射，护士回到患者旁，检查留置针

处皮肤，未发现肿胀，回操作台继续操作，将最后 10ml

左右碘海醇注完。注射完毕后，患者主诉疼痛，发现左手

浙

《

背有一 3cm伊4cm 肿胀范围，提示药物外渗，立即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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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碘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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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水疱；指导患肢功能锻炼；最后对包裹积液进行小手术处理。经过 20d 的精心治疗与护理，患者康复出院。

包块，彩超检查提示皮下可见 6.7cm伊2.9cm伊1.3cm 低回

神经麻醉下行切开引流术，术后第 7 天创面完全愈合，
手指及腕关节活动正常。
2 临床观察与护理
2.1

患肢肿胀治疗与护理

碘对比剂具有较高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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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可使血管内皮受损而引起剧烈的疼痛；也可使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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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重体液的渗出，这是碘对比剂渗出后引起迅速肿
胀的原因[3]。因此防止对比剂渗漏并严密观察患肢肿胀
的情况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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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碘海醇药物外渗后，不
[4]

可抬高患肢，以免加重组织缺血 ，观察指端血运及桡动
脉搏动，鼓励患者主动活动手指并进行屈伸锻炼，减轻
肿胀，预防关节僵直。外渗当天，手背水疱未形成，手背
及手掌部位予 50%硫酸镁湿敷，前臂使用冰土豆片外

活动程度及血液循环，术后 2d 切口引流管无液体引出，

予拔除。术后第 7 天完全愈合，手指及腕关节活动正常，
手掌、手背、各手指血液循环良好，皮温正常。
3 小结

前有所消退，但手背肿胀仍明显，手背出现水疱，在水疱

筋膜间隙综合征系肢体创伤后发生在四肢特定的

处皮肤消毒，其他部位均改用新鲜土豆片外敷，手掌发

筋膜间隙内的进行性病变，即由间隙内容物的增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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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保鲜膜包裹手臂，
每 2h 更换一次。次日，前臂肿胀较
白处皮肤逐渐恢复红润，至第 7 天，患者除了靠近手背

力增高，致使间隙内容物主要是肌肉与神经干发生进行

2.1.2

做对比剂，
注射时要求速度快，对血管冲击力强，局部血

患肢肿胀脱水剂的应用

为了减轻组织细胞水

肿，减少筋膜间隔区内压力，
扩充血容量，降低血液黏稠
度，改善组织微循环，
稳定血管内皮细胞膜，抑制溶酶体

性缺血坏死，
好发于前臂掌侧和小腿[7]。临床上用碘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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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处有一 2cm 搏动包块，
其他部位肿胀均消退。

管要承受相当强大的注射压力，因此碘海醇注射液外渗

是 CT 增强扫苗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但碘海醇外渗致筋

膜间隙综合征较为少见[8]。许多学者主张早期切开, 宁

尿、消肿的作用，严密观察患者的尿量、尿色，记录 24h

减压术的指征、时机难以掌握，加之该手术易导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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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致炎物质[5]，药物外渗当天遵医嘱静脉滴注 20%甘

露醇 125ml 及静脉推注地塞米松 5mg，以达到快速利

可失之于切开过早，而不可失之于延误[9]。由于筋膜切开

尿量，留尿查肌红蛋白。及时检测血电解质及肾功能变

甚至需再手术整形，
临床上逐步开展以脱水疗法为主的

化。本例患者脱水剂使用期间，
未出现水电解失衡等并

非手术疗法治疗筋膜间隙综合征[10]。本例患者在碘海醇

发症。

药物渗出后，当时未行切开引流术，而是通过多学科的

患肢疼痛的处理

筋膜间隙综合征疼痛的特点是:

合作治疗与护理，予脱水剂、地塞米松、适时止痛剂等药

址

2.2

疼痛-麻木-无痛。本例患者在药物外渗后当晚和第 2

物的使用，配合土豆片、
50%硫酸镁外敷，结合对大水疱

木，分别遵医嘱予强痛定针 100mg 肌肉注射。注意监测

的纳米银离子抗菌敷料换药处理，
使得因碘海醇药物外

渗致筋膜间隙综合征的症状得以缓解。最后虽然患者还

用药后患肢疼痛程度、血液循环及肿胀程度，以免发生

是因部分渗出液难以吸收，行切开引流术，但此手术切

因止痛剂使用掩盖病情发展的情况。为了减轻患肢的疼

口较小，累及的组织较少，恢复速度快，取得良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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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手背处疼痛呈持续性刺痛，疼痛评分为 8 分，无麻

效果，确保了患者的安全。

2.3

4 参考文献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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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药物外渗的次日在手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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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肢水疱的治疗

出现大小不等的水疱用无菌注射器抽出水疱内的液体，
但效果不佳，至第 2 天，小水疱逐渐汇集，水疱范围达

学

6cm伊7cm。请伤口护理小组组长会诊，使用无菌剪刀将

大水疱表皮剪开，促使渗出液外流，伤口上覆盖纳米银

医

离子抗菌敷料，吸收过量伤口渗液，形成凝胶，既保护肉

芽组织，又重复发挥杀菌活性 。外加 4~5 层无菌纱布
[6]

江

包扎，观察伤口渗出液的量及性质，监测患者体温和血

常规变化。经过连续 5d 换药，患肢手背水疱完全消退，
伤口愈合良好，皮肤完整，未出现伤口感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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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监测切口引流液的量、性质，
观察患肢手腕关节的

m

患肢肿胀药物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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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4

行切开引流术

药物外渗后第 8 天，在靠近手背

手腕处有一 2cm 搏动包块，未能吸收，彩超检查提示皮

下可见 6.7cm伊2.9cm伊1.3cm 低回声区，部分呈液性考虑
为包裹积液。经骨科会诊后，在左腕横纹侧取 1cm 切口

行切开引流术，用刮勺刮出 25ml 油性液体，经第 5 掌骨
切口留置引流管 1 根，术后患肢取抬高 15毅~30毅，注意
窑198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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