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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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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在临床上常用于敏感菌的抗感染治疗，但输注夫西地酸钠可引发静脉炎，静脉输液外渗甚至

引起组织坏死，增加了儿童的用药风险。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与多种因素有关，通过给予相应的措施可减少静脉
炎的发生，从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识别与判断、风险点分析、预防措施、治疗措施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儿童
输注夫西地酸钠的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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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risk management of phlebitis caused by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in children
WANG Juan, CHEN Yanhua, WANG Ya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Wuxi Children's Hospital, Wuxi 214023, China
Abstract: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is often used clinically for the anti-infective treatment of sensitive bacteria in children, but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can cause phlebitis, leakage and even tissue necrosis, which increases the risk of children's medication.
Phlebitis caused by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in children is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the occurrence of which can be reduced by giving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judgment, risk analysis,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f phlebitis caused by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in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afe use of sodium
fusidate infusion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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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射 用 夫 西 地 酸 钠 自 20 世 纪 60 年 代 进 入 临

本文拟从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识别和判

床 ，用于各种敏感细菌感染 ，对革兰阳性菌尤其是

断着手 ，剖析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风险点 ，

葡萄球菌及其耐药菌有较高的抗菌活性，
对一些青

提供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以期为儿童及婴幼儿输

霉素及头孢菌素过敏的患儿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注夫西地酸钠的临床应用给予指导和说明，
共同促

其主要不良反应为血栓性静脉炎和静脉痉挛，
尤其

进广大患儿的用药安全。

是儿童患者 ，若出现渗漏 ，可导致剧烈疼痛甚至皮

1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判断标准

，
需引起高度重视。注射用夫

根据 2021 年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输液治疗

西地酸钠药品说明书中对儿童及婴儿合理用药仅

［4］
实践标准》
，静脉炎标准 ：0 级表示没有症状 ；
1级

提供剂量推荐，
其余使用信息同成人。儿童皮肤及

表现为穿刺部位发红，
伴有或不伴有疼痛；
2 级表现

［1-2］

肤及皮下组织坏死

，
导致发生静脉炎的风险增

为穿刺部位疼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 ；
3 级表现为穿

加。由于药品说明书缺乏关于儿童及婴儿更多的

刺部位疼痛伴有发红 ，有条索状物形成 ，可触摸到

合理用药相关的信息，
导致临床上儿童及婴儿用药

条索状的静脉；
4 级表现为疼痛伴有发红，
且有条索

缺少参考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静脉炎的发生风险。

状物形成，
可触摸到条索状的静脉，
长度≥2.54 cm，
伴

［2-3］

血管状态不同于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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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司琼［18］、西咪替丁和维生素 B6［19］、维生素 C、盐酸

脓性渗出。
静脉炎与输注夫西地酸钠药物相关性的判断

氨溴索、咪达唑仑、注射人免疫球蛋白、部分中药注

标准，
主要根据我国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关联性评价

射剂（参芎葡萄糖、盐酸川芎嗪、注射用丹参(冻干)

［5］

方法 ，
基于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综合判断。患儿

粉针［20］、热毒宁）、胸腺五肽、长春西汀等连续输注

发生静脉炎与输注夫西地酸钠有明确的时间关系，

时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絮状物或沉淀，
导致静脉炎的

停药后症状有减轻或消失，
且静脉炎符合注射用夫

发生。

西地酸钠已知的不良反应，
则很可能系输注夫西地

2.4

酸钠引起的静脉炎。结合文献报道与临床实践

输注浓度
药 品 说 明 书 要 求 用 5% 葡 萄 糖 500 mL 或 者

［6-7］

，

对患儿输注夫西地酸钠导致静脉炎进行及时准确

0.9% 氯化钠注射液 500 mL 稀释夫西地酸钠 ，但儿

的判断，
能够有效降低儿童用药风险。

童及婴幼儿不需要如此多的液体。文献报道当夫

2

西地酸钠输注浓度＞1 mg/mL 时不良反应发生率接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风险点分析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与多种因素有

近输注浓度≤1 mg/mL 的 3 倍［21］。Iwarson 等［22］发现

关 ，梳理注射用夫西地酸钠使用全流程 ，结合相关

外周静脉输注夫西地酸钠 24 h 或更长时间会导致

文献的报道，
剖析静脉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发

血栓性静脉炎的风险增加。在笔者的临床实践中

生的潜在风险点，
主要包括以下 7 点。

同样发现当夫西地酸钠输注浓度≥1.25 mg/mL，
且

2.1

药物理化性质

连续使用超过 3 d，
静脉炎发生率显著升高。

夫西地酸钠呈弱酸性（pH 5.7），具有较高的组

2.5

滴注速度

织渗透性，
偏酸的 pH 值有较强的刺激性，
可引起注

徐啸晨等［23］发现静脉滴注速度过快可导致局

射部位血管及周围皮肤疼痛，
常导致较高的静脉炎

部强烈刺激反应甚至发生静脉炎，
是迫使治疗终止

［8］

发生率 。

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
如果按正常成人输

2.2

溶媒选择

注滴速 40～60 滴/min，多数患者感觉疼痛 ，输注滴

夫西地酸钠直接加入溶媒中，
在一定条件下导

速越快，
静脉损伤疼痛感越强［24］。

致溶解度降低 ，会有析出 ，需要先用专配的缓冲溶

2.6

血管选择

液溶解 ，再将溶解后的溶液转移至溶媒中稀释静

药品说明书中指出本品应输入血流良好、直径

滴。专配的缓冲溶液（pH＞7.0）是保证夫西地酸钠

较大的静脉 ，或中心静脉插管输入 ，以减少发生静

溶解的关键 ，当溶液 pH 低于 7.4 时 ，会出现沉淀。

脉痉挛及血栓性静脉炎的危险。但儿童及婴幼儿

尽管说明书提出可加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但由于

血管普遍较细小 ，除静脉营养外 ，一般极少使用中

5% 葡萄糖注射液 pH 值过低，
可出现溶解不完全 。

心静脉插管输液 ，加之患儿因疾病的影响常常哭

2.3

配伍禁忌

闹、烦躁、不配合 ，影响输注部位固定［25］，容易造成

配伍禁忌主要提示夫西地酸钠与一些药物溶

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9］

液混合后 pH 值降低，
导致夫西地酸钠溶解度降低。

2.7

注射人员操作

说明书明确夫西地酸钠静脉注射剂不能与卡那霉

注射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反复穿刺血管等造成

素、庆大霉素、万古霉素、头孢噻啶或羟苄青霉素混

血管内壁损伤引发机械性静脉炎，
未严格遵守无菌

合 ，亦不可与全血 、氨基酸溶液或含钙溶液混合。

操作造成感染或药物内含有细菌性微粒等造成血

另外，
临床实践发现静脉输注夫西地酸钠与头孢替

管内膜受损引发细菌性静脉炎［26］。

安［10］、
头孢噻肟钠/舒巴坦钠、
美洛西林舒巴坦、
氨曲

3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预防措施

南、克林霉素氯化钠、喹诺酮类（如乳酸左氧氟沙星

针对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诸多风

氯化钠）、氨基糖苷类（硫酸奈替米星、硫酸依替米

险点 ，规范注射用夫西地酸钠的合理使用 ，分别从

［11-13］

星）、奥硝唑氯化钠等抗生素

存在配伍禁忌。还

药物使用、调整用法用量、限定输液条件及加强输

与以下药物 ，如止血药（氨甲苯酸、酚磺乙胺、二乙

液监护等方面制定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的风险管

［14］

酰胺乙酸乙二胺） 、转化糖电解质 、果糖二磷酸
［15］

钠、缩合葡萄糖氯化钠

［16］

氢 钾 、葡 萄 糖 酸 钙

、门冬氨酸钾镁、复合磷酸

控措施，
以减少患儿输注夫西地酸钠发生静脉炎的风险。
3.1

选择适合的药物

、小 儿 复 方 氨 基 酸 注 射

对于革兰阳性菌感染 ，且对青霉素、头孢菌素

液（18AA-Ⅱ） 、丙氨酰-谷氨酰胺、甲氧氯普胺、托

不敏感或过敏的患儿，
注射用夫西地酸成为抗生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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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血管条件不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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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穿刺部位及方法

幼 儿 ，静 脉 炎 不 良 反 应 的 发 生 率 会 更 高 ，祁 丽 萍

输注夫西地酸钠前 ，评估患儿血管状态 ，选择

认为 6 岁以下儿童应慎用或禁用该药。基于该

血管弹性好、直径粗大、血流良好的静脉，
同时应避

药的药效学优势及临床实践 ，
建议 3 岁以下儿童慎

免选择靠近神经、韧带、关节的手背腕部及肘窝部

用本品 ，可选择其他对组织刺激性小的抗菌药品 ；

静脉 ，对于手部、足部脂肪较多不易查找血管的患

如必须使用本品，
则应加强临床监护。

儿可选择皮下脂肪较少的头部血管进行穿刺［29］，
对

3.2

调整用法与用量

预计长期输液或外周血管状态差的患者可考虑经

由于本品血管刺激性大 ，仅适用于静脉滴注 ，

中心静脉插管输注。选用与血管相匹配的针头、正

［21］

等

不得肌内注射或皮下注射，
药品说明书推荐儿童及

确的入针手法、适当的固定方法 ，以减少发生静脉

婴儿用量 20 mg/（kg·d），分 3 次给药。建议用量同

痉挛及血栓性静脉炎的危险，
条件允许的患儿建议

说明书 ，但需要对连续输注本品 3 d 的患儿进行用

打留置针 ，避免反复穿刺造成的血管损伤 ，以减少

药效果及血管状态评估，
无充分依据确保用药疗效

静脉外渗的风险［30］。

及安全的情况下，
用药疗程建议不超过 3 d。

3.7

3.3

溶媒选择

加强输液监护及宣教
输注夫西地酸钠过程中应注意输液监护，
加强

药品说明书推荐每 500 mg 夫西地酸钠粉针先

巡视，
每 20 min 巡视 1 次，
尤其是注射部位在足部及

用所附无菌缓冲液溶解 ，再用氯化钠注射液或 5%

手背的肥胖患儿，
采取 3 步措施［31］：
1 看，
看局部是否

葡萄糖注射液稀释至 250～500 mL 静脉滴注。然

有明显的隆起 ，
输液是否通畅 ；
2 摸，
感触局部是否

而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先用所附无菌缓冲液溶解 ，

发硬 ；
3 对照 ，
与对侧肢体进行比较 ，
看粗细是否发

再经 5% 葡萄糖注射液稀释后的药液易产生絮状物

生了变化。密切监护 ，观察有无静脉炎的发生 ，以

或呈乳状 ，建议用 0.9% 氯化钠注射液稀释后静脉

便早期识别并及时处理；
同时，
强化健康教育，
向患

滴注。

者及家长宣教如何识别判断输液异常情况，
嘱咐患

3.4

滴注浓度与速度

者及家长注意观察滴速是否正常 、勿随意调节滴

药品说明书推荐的输注浓度为 1～2 mg/mL，
笔

速，
告知其输液的目的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不

者临床实践发现当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浓度≥

良反应可能产生的危害，
有利于患儿及家长主动参

1.25 mg/mL，
连续使用超过 3 d，
静脉炎的发生率显

与用药安全管理。

著升高 ，
建议输注浓度≤1.25 mg/mL。在输注时间

4

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治疗措施

上，
药品说明书规定 250～500 mL 药液的输注时间

尽管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儿童

应不少于 2～4 h，
由于儿童及婴幼儿补液量受限，
部

输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的发生，
然而一旦发生静

分患儿溶媒量仅 100 mL，建议 100 mL 药液的输注

脉炎 ，医护人员需要尽早识别 ，并及时采取相应的

时间不少于 1 h，
严格控制滴速，
并嘱患儿家属勿随

处理措施，
以降低不良后果的发生以及不必要的家

意调节输注速度，
以减少对静脉的刺激。

庭损失和医疗负担。

3.5

4.1

选用精密输液器或限定输液条件
［27］

任玉艳

发现使用精密输液器可有效降低静

早期或轻微的静脉刺激或痉挛的处理
早期或轻微的静脉刺激或痉挛，
表现为输液滴

脉输注夫西地酸钠所致的疼痛及静脉炎发生率。

速变慢或输液部位局部疼痛，
应立即暂停输注夫西

婴儿的毛细血管直径仅为 3 μm。药液中直径大于

地酸钠溶液，
确保静脉通路畅通的情况下将输液更

毛细血管直径的微粒 ，会堵塞毛细血管 ，形成微循

换成生理盐水或常规液体［29］，
以缓解静脉血管的刺

环障碍。精密输液器能对微小物质进行精确分离，

激。待局部反应完全消失后，
可继续输注夫西地酸

阻碍＞3.0 μm 的不溶性微粒进人人体，
有效减少不

钠溶液，
否则需要拔除该输液。

溶性微粒对血管内膜的损伤。夫西地酸钠与多种

4.2

静脉输液外渗的处理

药物存在配伍禁忌，
建议避免输注夫西地酸钠前后

一旦发现夫西地酸钠静脉输液外渗，
需要立即

串输相关药物 ，如因病情需要联合用药 ，建议输注

拔除输液，
并抬高患肢，
按压注射部位止血，
予 50%

夫西地酸钠前后使用 0.9% 氯化钠注射液进行充分

硫酸镁溶液湿敷［32］，局部配合使用血管扩张剂 ，如

冲管［28］或更换输液器，
以免与其他药物混合后发生

山莨若碱或酚妥拉明外敷［33］，
维生素 E 局部按摩，
促

相互作用，
产生沉淀。

进吸收 ，防止坏死 ，必要时可予红光照射消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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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镁具有消肿、止痛的药理作用 ，外用硫酸镁湿

肠道不适、肝酶升高及黄疸、静脉痉挛和血栓性静

敷，
可以消肿散结。酚妥拉明为 α 受体阻断剂，
有血

脉炎，
甚至可致皮肤坏死。然而夫西地酸钠说明书

管扩张作用，
可缓解药液外渗引起的血管痉挛。维

缺乏关于儿童及婴儿的合理用药信息，
导致临床上

生素 E 为脂溶性 ，
大剂量的维生素 E 可促进毛细血

缺少儿童及婴儿用药参考，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静脉

管及小血管增生 ，并改善周围循环 ，从而增加细胞

炎的发生。婴幼儿因静脉血管壁薄、官腔小、外表

的抗损伤能力和受损组织的修复作用。按摩同样

皮肤娇嫩 ，更易导致静脉炎的发生 ，一旦发生静脉

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促使渗出液体吸入。

输液外渗 ，可造成严重后果 ，需引起临床医护人员

曾玲等 发现通过应用 50% 葡萄糖、硫酸镁和

的高度重视。有报道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至静脉

维生素 B12 外敷治疗静脉炎，
明显降低了疼痛的程

炎严重者可致输液部位大面积皮肤及其皮下组织

度、缩短了疼痛的时间 ，而且未见不良反应。50%

严重坏死［2］。因此 ，
临床亟需关于儿童输注夫西地

葡萄糖为高渗性溶液 ，湿敷后可减轻炎症渗出 ，对

酸钠风险管理相关信息以指导临床更加合理安全

局部皮肤有消肿作用，
并给损伤组织的修复提供能

地使用。

［6］

量，
从而有利于创伤愈合。硫酸镁溶液中的镁离子

为使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更加规范，
建议儿科

可影响组织内能量合成、代谢和细胞膜的通透性 ，

医院药学部门针对注射用夫西地酸钠致静脉炎制

阻止过敏介质的释放，
从而起到减轻疼痛和消炎利

定系统、合理和可操作的风险防控措施。同时 ，也

肿的作用。维生素 B12 可促进受损皮肤黏膜上皮细

建议相关临床专家从更高层面制定《注射用夫西地

胞及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
再生，
加快新生组织生长。

酸钠临床应用指导意见》，加强儿童输注夫西地酸

报道水肿范围在 5～15 cm，
可采用

［25］

马惠芳等

钠的风险管控，
以保障广大患儿的用药安全。

喜疗妥涂抹患处 ，用指腹沿血管走向涂抹药膏 ，边

本文从儿童静脉输注夫西地酸钠出现静脉炎

涂边按摩，
至药物完全被皮肤吸收为止。喜辽妥具

的识别和判断出发 ，及时开展相关风险点筛查 ，发

有抗炎、抗血栓、抗瘢痕形成作用 ，可软化血管、软

现药物酸性 pH、酸性溶媒、配伍禁忌、大剂量、高浓

化硬结 、消除穿刺后淤斑和血肿 、促进组织再生。

度、长疗程、快速滴注及患儿的血管状态和注射人

静脉炎表现为位于皮下浅静脉壁硬化 ，有压痛、血

员操作不当等均可能导致静脉炎的发生。根据筛

管周围有红肿 ，喜疗妥渗入皮肤后 ，对病理改变有

查的风险点，
分别从药物适用人群、规范用法用量、

较好治疗作用 ，可逐渐软化血管壁 ，消除血管周围

中性溶媒选择、控制滴注的浓度与速度、选用精密

红肿，
能缓解疼痛，
促进伤口愈合。

输液器、限定输液条件、优化穿刺部位及方法、加强

4.3

监护及宣教等方面着手 ，制定相应的风险预防措

药液渗漏引发皮下坏死的处理
报道了 1 例婴儿输注夫西地酸钠渗漏引

施，
从而减少静脉炎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而一旦

起皮下坏死的处理措施，
通过交替外涂美宝湿润烧

发生静脉炎 ，医护人员可根据提供的治疗措施 ，及

伤膏和复方七叶皂普钠凝胶 ，
后期按照 1∶1 外涂烧

时给予相应的处理 ，以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 ，保护

伤抑菌霜和人重组表皮生长因子凝胶，
同时注意保

患儿生命健康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文综述的

护创面的新生肉芽组织避免创面出血，
经过积极的

相关内容对于未来制定《注射用夫西地酸钠临床应

治疗和护理，
患儿创面愈合，
康复出院。

用指导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5］

施源

孟进松等 报道了 2 例儿童输注夫西地酸钠致

本文针对如何进一步减少广大患儿输注夫西

皮肤坏死的案例及治疗措施，
通过给予局部清创换

地酸钠的用药风险提出应对措施 ，抛砖引玉 ，希望

药 ，预防创面感染 ，避免了坏死组织范围扩大。对

引发广大同行的深入探讨，
同时也希望药品上市许

组织坏死面积大，
不能自愈的创面及时施行扩创手

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安全主体

术植皮 ，创面愈合后及时行康复治疗 ，避免瘢痕挛

责任 ，及时完善药品说明书信息 ，必要时主动开展

缩畸形。经综合治疗后，
2 例患儿创面愈合。

上市后安全性研究，
为广大儿童群体提供更多的合

5

理用药信息，
共同促进儿童的用药安全。

［2］

结语
夫西地酸钠的对敏感菌及部分耐药菌具有较

利益冲突

好的疗效 ，对于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或败血症 ，且
对青霉素、头孢菌素不敏感的患儿 ，注射用夫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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