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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袜用于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
梯专 度家 共识
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

【摘要】

随着临床上对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ＴＥ）防治的重视，梯度压力袜（ＧＣＳ）应用日益广泛。如何

更加安全、规范地应用ＧＣＳ已成为ＶＴＥ防治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尚缺少相关临床应用的标准和规范。
为此。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国内相关领域
专家，根据国内外指南和专家经验，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就ＧＣＳ在ＶＴＥ防治中的临床应用提出了专家共
识，旨在为我国规范应用ＧＣＳ提供参考，以降低ＶＴＥ发生率，确保患者安全。

【关键词】梯度压力袜；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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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ＶＴＥ）

是住院患者常见并发症，也是导致患者围术期死亡的

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ｅｅｐ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

重要原因之一［１【。梯度压力袜（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和肺血栓栓塞症（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门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ＧＣＳ）是目前预防ＶＴＥ最常见的机械预防
方式陋３１。如何安全、规范地应用ＧＣＳ，已成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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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医护专家关注的问题，而我国在ＧＣＳ临床应用
方面尚缺乏标准和规范。为此，我国ＶＴＥ防治相
关医护专家基于国内外指南、专家经验和循证医
学证据进行总结，形成中国专家共识，旨在为正确
应用ＧＣＳ提供参考意见，以降低ＶＴＥ发生率．促
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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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ＣＳ简介

表１

ＧＣＳ压力分级和范围

定义和作用机制
ＧＣＳ也称为医用压力袜（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ＭＣＳ）或弹力袜，是一种具有梯度压力、可
对腿部进行压迫的长袜，其设计按照严格的医学技
术规范．采用的梯度压力原理是在足踝处建立最高
压力，并沿腿部向心脏方向逐渐降低ｍ】。
ＧＣＳ确切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的作用机制

＋ｌ ｍｍ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为：ＧＣＳ从足踝向腿部施加梯度压力，促进血液从

表２不同压力级别ＧＣＳ适应证

浅静脉通过穿支静脉流向深静脉．使深静脉内血流
速度和血流量增加。适当的分级加压还可缩减静脉
横截面积．改善静脉瓣膜功能，增强骨骼肌静脉泵
作用。调节部分凝血因子水平。增强下肢深部组织

：：
，了Ｉ城

适应证

Ｉ级

预防Ｖ－ＩＥ和下肢浅静脉曲张．如长期卧床者、长时间站立
或静坐者、重体力劳动者、孕妇、术后下肢制动者等［８．剐

Ⅱ级

下肢浅静脉曲张保守及术后治疗：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

Ⅲ级

淋巴水肿：静脉性溃疡等［８·剐

Ⅳ级

不可逆性淋巴水肿．一般极少应用㈨

全；血栓后综合征；下肢脉管畸形等ｆ２他】

氧合作用，从而有效预防ＤＶＴ．改善慢性静脉功能
不全，减少静脉性溃疡发生【３’７．９－１４】。
１．２分型

根据长度不同。ＧＣＳ可分为膝下型（短筒）、大

栓预防方法（如临床适用）联合应用，均能有效降低

腿型（长筒）和连裤型【４ｔ１４。６１，这是ＧＣＳ最常见分型

ＤＶＴ风险【１０·２８１。美国胸科医师学会（ＡＣＣＰ）颁布的

方式。连裤型ＧＣＳ与膝下型、大腿型相比穿着不舒

指南指出．ＧＣＳ可减少６５％下肢远端和无症状ＤＶＴ

适，临床应用并不广泛。

发生，但对下肢近端ＤＶＴ的预防作用尚不确定㈣。

根据趾端封口设计有无．可分为封口型和开口
型（露趾型）。

根据临床作用不同。可分为预防型和治疗型。
１．３压力分级和范围
ＧＣＳ压力分级主要依据在足踝处施加的压力

对于ＧＣＳ在降低内科患者ＤＶＴ风险方面的有效性
评估。仍然缺乏证据【引。虽然ＧＣＳ是机械预防ＶＴＥ
最常见方式之一【２－３】，但并不意味着其在Ｖ｜ＩＥ预防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配备间歇充气加压

（ｉｎｔｅｍｉｔｔｅｎｔ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ＰＣ）装置情况

程度【７．１１．１５】，目前有５种不同压力分级标准，可分为

下，可选择其用于机械预防【４瑚】。多个国际指南均

３～４个压力等级（表１）‘－５］。目前尚无国际统一标

推荐，对急性脑卒中患者．应首选ＩＰＣ装置预防

准，我国行业标准参照欧洲（试行）标准实施【１７】。ＧＣＳ

Ｖ７ｒＥ阮ｓ¨。有学者研究表明，膝下型和大腿型ＧＣＳ均

压力水平常受材质韧性、弹性，患者腿围和形状，患

较难穿着ｍ】。临床上患者使用ＧＣＳ依从率不高［弘洲，

者体位和活动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７．一４川引。

可能与ＧＣＳ价格、对其认可度和穿着后可能出现皮

１．４适应证和禁忌证

肤损害有关［６】。尽管ＧＣＳ应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影

不同压力级别ＧＣＳ适应证见表２。

响患者依从性的问题，但相较于ＩＰＣ装置。从目前

禁忌证：严重下肢动脉疾病（如下肢动脉缺血

国内各大医院硬件设施配置现状看。ＧＣＳ更容易被

性疾病、下肢坏疽）；严重周围神经病变或其它感觉

血栓风险患者获得。值得注意的是。ＡＣＣＰ和国内多

障碍；肺水肿（如充血性心力衰竭）；下肢皮肤／软组

个学术组织颁布的指南［２３孔∞·３５剥及相关研究［剪】均推

织疾病（如近期植皮或存在皮炎）；下肢畸形导致无

荐采用Ｃａ曲ｎｉ血栓风险模型评估外科患者ＶＴＥ风

法穿着；下肢存在大的开放或引流伤口：严重下肢

险。Ｃ印ｒｉｎｉ血栓风险模型评估为低危（１～２分）时，可

蜂窝织炎；下肢血栓性静脉炎：已知对ＧＣＳ材质过

采用ＧＣ鲫ＰＣ装置进行预防；评估为中危（３～４分）

敏等［笠删。

时，可采用ＧＣ鲫ＰＣ装置或药物进行预防；评估为
高危（≥５分）时，应采用药物联合ＧＣ鲫ＰＣ装置进

２
２．１

ＧＣＳ在ＶＴＥ防治中的应用

行预防；患者同时存在出血风险时，应仅采用ＧＣＳ／

ＶＴＥ预防

ＩＰＣ装置预防，直至出血风险降低【２３蕊引。

高质量证据表明。ＧＣＳ用于接受过普外科和骨

２．２

科手术的住院患者．无论是单独应用还是与其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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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７ｒＥ治疗
ＤＶＴ标准治疗是系统化抗凝，以预防Ｐｒ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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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单独抗凝治疗没有明显的溶栓活性，对血栓

测量工具：软尺（测量单位为ｃｍ）。

形成后综合征（ｍ）缺乏预防作用［加】。ＡＣＣＰ不推荐

测量时患者体位：宜在患者处于直立位的腿上

对急性ＤＶＴ患者采用ＧＣＳ预防ＰＴＳ，而对有ＷＳ

进行测量［】７］，但对于一些不能站立。仅能处于坐位

急性或慢性症状患者，往往可尝试采用ＧＣＳ缓解症

或平卧位患者，不要勉强其站立，可在坐位或平卧

状［４１］。对于慢性ＤＶＴ，《中国血栓性疾病防治指南》

位测量。

推荐穿着ＧＣＳ［４２］，主要在于预防复发，减少和控制

慢性静脉高压和胛Ｓ。

测量部位［１７］：①膝下型（短筒）——在踝部最小
周长处、小腿最大周长处；②大腿型（长筒）——在
踝部最小周长处、小腿最大周长处、腹股沟中央部

３
３．１

ＧＣＳ在ＶＴＥ防治中应用规范
压力选择

位向下５ ｃｍ部位周长处；③连裤型——可参照大
腿型测量部位。

用于ＶＴＥ预防：采用压力Ｉ级ＧＣＳ（表１）。

测量要求：按照要求测量双下肢相应部位周

用于ＶＴＥ治疗：《中国血栓性疾病防治指南》推

长㈨。根据测量尺寸并对照ＧＣＳ说明书中尺寸范围

荐采用３０～４０ ｍｍＨｇ（足踝部压力）的Ⅱ级ＧＣＳ‘驯。

进行选择。若患者偏瘦或过度肥胖，不在说明书提

所选压力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符．并尽可能选择可

供的尺寸范围，可联系厂家定制或用弹力绷带替代

缓解下肢肿胀等症状的最低压力。以提高患者使用

治疗（需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若患者双下肢周长相

依从性［８］。

差过大，应根据测量结果分别选择不同尺寸ＧＣＳ㈦。

３．２长度选择

同时．测量后应记录ＧＣＳ最初穿着时所测量的腿部

用于ＶＴＥ预防：多篇高质量证据总结【４．２８］和《中

周长，以便与下一次测量值进行对比，评估患者有

国普通外科围手术期血栓预防与管理指南》Ⅲ１指

无肢体肿胀发生和发展…。

出．大腿型ＧＣＳ比膝下型更有效．如果大腿型ＧＣＳ

３．４穿着时机

因某些原因不合适，可用膝下型替代。实际应用中

用于ＶＴＥ预防：有血栓风险的外科手术患者、

膝下型ＧＣＳ比大腿型更舒适，无论对患者还是医

ＩＣＵ患者，自入院起即应考虑穿着ＧＣＳ，除非存在禁

护人员均更容易穿着。患者出现问题较少，满意度

忌证［４’篮．４７ｌ。另外，如果ＧＣＳ作为术后治疗的一部

较高，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和依从性［９＇４３］。但一项对患

分，术前就应尽可能让患者穿着Ⅲ圳。苏格兰校际指

者偏好和正确使用ＧＣＳ预防外科患者ＤＶＴ的系统

南网

评价指出，就患者依从性而言，膝下型ＧＣＳ高于大

ＳＩＧＮ）推荐，在无禁忌证情况下，患者术中也应采用

腿型，该结果仅反映患者在医院环境中的依从性，

ＧＣＳ或ＩＰＣ装置预防ＶＴＥ［ｓｏＩ。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

一旦患者出院，依从性很可能降低㈨。在许多临床

学会

环境中，大腿型和膝下型ＧＣＳ之间任何作用差异，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ＲＣＯＧ）颁布的指南【２１１和国际血管联

均可能因患者对膝下型ＧＣＳ偏好而变得无关紧

盟（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要。因此，选择膝下型还是大腿型ＧＣＳ预防ＶＴＥ，

识声明［５１］，均鼓励孕期妇女穿着ＧＣＳ，以预防ＤＶＴ

医护人员应结合患者喜好、生活习惯。需要穿着时

发生。

长，医师专业判断，腿部周长和腿型等因素进行综

合判断【９，２８１。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ｌｏｇｙ，ＩＵＡ）的国际共

用于ＶＴＥ治疗：ＡＣＣＰ指出，ＤＶＴ确诊后３个
月内应用ＧＣＳ并不能减轻腿部疼痛【４１。。国内指南对

用于ＶＴＥ治疗：对于ＧＣＳ长度选择，医师专业

急性ＤＶＴ治疗时ＧＣＳ穿着时机也未提及［３５蚓。ＧＣＳ

判断、患者偏好和依从性是考虑重点…。《中国血栓

应用须在获得最大益处的同时，尽可能避免门Ｅ发

性疾病防治指南》推荐，对门Ｓ导致下肢轻度水肿

生。对于慢性ＤＶＴ，建议确诊后尽快穿着ＧＣＳ㈦。

患者，大多可选择膝下型或大腿型ＧＣＳ．大腿明显

３．５穿着时长

肿胀时应选择大腿型ＧＣＳ㈦。国外有研究指出，近

用于ＶＴＥ预防：国外多篇高质量指南推荐，有

端ＤＶＴ患者预防门Ｓ首选膝下型ＧＣＳ．这可能与

血栓风险患者在无使用禁忌情况下，白天和夜间均

患者穿膝下型ＧＣＳ依从性更好、出现的不良反应较

穿着ＧＣＳ。直至活动量不再减少或恢复至疾病前活

少有关［４５］。

动水平［２２蕊鸫，驯。

３．３尺寸测量
测量者：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９］。

万方数据

用于ＶＴＥ治疗：ＡＣＣＰ不推荐急性ＤＶＴ患者常
规穿着ＧＣＳⅢ］。慢性ＤＶＴ和ＤＶＴ术后患者穿着

一８１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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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可预防复发及ＶＴＥ相关并发症发生ｃ４０ｍ酬，

肢体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下肢皮温、皮肤颜色、

但缺乏应用２年以上优势的证据。穿着时长主要

足背动脉搏动情况，肢体有无疼痛、麻木，询问患者

由患者和医师决定．穿着超过２年更多是对髓

有无瘙痒等不适感，必要时增加评估频率阮镐１。对于

进行治疗【柏１。建议白天穿着ＧＣＳ，晚上可脱下【５蛳］

自主活动能力较差、皮肤完整性受损和感觉不灵敏

３．６穿脱步骤

患者，每天进行下肢评估２～３次㈤。同时，定期测

ＧＣＳ

穿前评估与教育：应由经ＧＣＳ相关专业培训的

量腿围。测量值与前次测量值相比超过３ ｃｍ时认

医护人员实施［９】，根据血栓风险评估工具确定患者

定为肿胀．腿围增加５ ｃｍ可使ＧＣＳ对下肢施加的

血栓风险程度ｍ］，确保患者无ＧＣＳ相关材质过敏

压力增加一倍【４舶．６Ｉ］。

史。评估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避免上肢力量较弱或

ＧＣＳ平整性评估：ＧＣＳ穿着后应保持表面平

活动不便患者穿着时发生跌倒或坠床。必要时请家

整㈨，踝部、膝部和大腿根部等易出现褶皱，注意定

属（长期主要照顾者）提供帮助。向患者及家属（长

期检查。

期主要照顾者）演示说明穿着步骤【４．，．鸽茄］．告知适应

ＧＣＳ完整性评估：经常检查ＧＣＳ是否有磨损或

证、禁忌证、穿着注意事项及穿着过程中可能出现

破损现象…】，以保证ＧＣＳ压力的有效性。

的并发症。尤其要注意，合适尺寸ＧＣＳ穿着需花费

３．８清洗方法

一定时间，较容易穿上则可能对腿部施压不足，起

由于不同厂家ＧＣＳ材质和生产工艺不同．清洗

不到预防和治疗作用㈣，但压力过大．可能会引起

方法也可能不同。因此，清洗要求建议查看ＧＣＳ配

相关并发症发生。

套包装盒中厂家说明书。

穿前准备：穿着前首先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应用

清洗时间：ＧＣＳ无需每日清洗或频繁清洗，建

禁忌。检查ＧＣＳ尺寸是否符合患者病情和ＧＣＳ完

议表面有明显污渍时或出现异味时清洗．或根据患

整性。评估患者腿部皮肤有无破损。指导做好足部

者需求定期清洗。

和腿部皮肤护理，及时修剪趾甲，清除足部皮屑，保
持足部和腿部清洁干燥［船］．建议患者不要在足部和

清洗要求：采用中性洗涤剂于温水中清洗，手洗
时不要用力揉搓。

腿部使用油性物质，以免对ＧＣＳ弹性产生不利影
响侧。嘱患者摘除饰物，以防损伤皮肤及ＧＣＳ。
穿脱方法№田】：①压力Ｉ级ＧＣＳ穿着时，应先

晾晒要求：清洗完毕，用手挤去或用干毛巾蘸
吸多余水分．不要拧绞，于阴凉处晾干。切勿放置在
阳光下暴晒或用吹风机等进行局部加热。晾干后不

确认ＧＣＳ对应足跟位置：压力Ⅱ级或Ⅱ级以上ＧＣＳ

要熨烫。

穿着时，由于压力较压力Ｉ级ＧＣＳ大。操作者可先

３．９并发症预防与护理

佩戴专用手套，露趾型ＧＣＳ可借助助穿袜套…（部

３．９．１

分厂家在ＧＣＳ包装盒中配备手套和助穿袜套），将

者长时间处于坐位、穿着位置不佳、大腿型ＧＣＳ频

其套于足部，再确认ＧＣＳ对应足跟位置。②一手伸

繁下滑至膝关节或膝下型ＧＣＳ过度拉伸至膝盖上

进袜筒直到ＧＣＳ对应足跟处（袜跟），用大拇指和其

等情况。均可使腿部局部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下肢

它手指捏住袜跟部中间．将ＧＣＳ由里向外翻出至袜

血液循环障碍。引起下肢肿胀。严重时可出现下肢

跟．舒展袜身。③足部伸进袜口前，用两手拇指沿袜

缺血。ＧＣＳ在胭窝处产生皱褶，或下卷、翻折，会产

筒内侧将袜口撑开，四指握住袜身。两手拇指向外

生类似“止血带”效果∞ｍ川。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临

撑紧ＧＣＳ套于足部。④食指和拇指合力将ＧＣＳ缓

床表现：可出现下肢静脉回流受阻和／或动脉缺血表

慢拉向足跟，直至ＧＣＳ对应足跟位置与患者足跟吻

现。下肢静脉回流受阻主要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

合。⑤将整个袜筒往回翻，并向上拉至腿部。⑥穿着

等，伴发下肢动脉缺血可出现下肢疼痛、皮肤颜色

后用手抚平并检查袜身，保持其平整。采用助穿袜

变化、皮温凉、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等。预防与

套者穿着完毕后，从袜口将助穿袜套缓慢取下。⑦

护理：①为患者配置压力等级和尺寸合适的ＧＣＳ。

若需脱下ＧＣＳ，用拇指沿ＧＣＳ内侧向外翻，自上而

定期测量腿部周长．穿着后评估发现腿部肿胀应及

下顺腿轻柔脱下。

时分析肿胀原因．排除应用禁忌后及时更换相应尺

３．７穿着期间评估与观察
皮肤清洁护理：每天至少一次脱下ＧＣＳ，进行
下肢皮肤清洁护理【勰渤］。

万方数据

下肢血液循环障碍原因：ＧＣＳ尺寸过小、患

寸Ｇｃｓ【·引，以免影响静脉回流和动脉供血；②穿着
ＧＣＳ时保持平整．不要下卷或翻折∞ｍ川，长期穿着

时注意评估末梢血运情况；③膝下型ＧＣＳ穿着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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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过度上拉至膝盖上．应保持其上端处于膝盖下

对使用ＧＣＳ患者或家属（长期主要照顾者）进行相

水平；④一旦出现下肢血液循环障碍，应立即脱去

关知识的口头与书面教育，以确保规范应用［４Ｔ船］。教

ＧＣＳ，评估下肢肿胀或缺血程度，根据病情再次判断

育时机：患者穿着前予以正确指导，穿着期间进行有

是否适合当前ＧＣＳ治疗。

效监督，出院前告知患者及家属（长期主要照顾者）

３．９．２皮肤过敏原因：主要包括患者ＧＣＳ使用不

参与必要的随访∞．４５蚓。出院前确保患者或家属（长

恰当［３］、对ＧＣＳ材质过敏等。临床表现：往往表现为

期主要照顾者）已掌握ＧＣＳ所有宣教内容Ⅲ也，鹕］：

皮肤发红、瘙痒、皮疹、水泡，严重者可出现皮肤溃

①穿着必要性及重要性；②使用需医师开具处方㈨；

烂等情况［３．圳。最常出现的皮肤过敏部位为大腿型

③适应证和禁忌证；④正确穿脱方法；⑤穿着期间

ＧＣＳ防滑硅胶区域接触到的腿部皮肤。与大腿型

皮肤护理方法；⑤并发症观察与处理方法，穿着期

ＧＣＳ相比，膝下型引起过敏反应较轻蚓。预防与护

间出现不适情况（如肢体疼痛或肿胀加剧、呼吸急

理：①穿着前及时询问有无ＧＣＳ材质过敏史，穿着

促、胸痛或背痛、咳嗽或咯血等）及时就诊；⑥可以

后２４～４８ ｈ内评估有无皮肤过敏反应发生［９．６２］；②穿

停止穿着的时间并记录时间；⑦清洗和保养方法。

着期间需定期检查患者皮肤情况，做好皮肤清洁护
理，每天２～３次阻缸４８］；③出现过敏反应，须及时查

４结语

看过敏部位及严重程度。如果过敏反应仅发生于大

ＧＣＳ规范应用至关重要，ｌ临床上应予以高度重

腿型ＧＣＳ防滑硅胶区域接触的皮肤，可将该防滑硅

视。医院应对医护人员做好专业培训，以便给予患

胶区域翻折或直接反穿ＧＣＳ，使之不直接与皮肤接

者正确指导及必要的健康教育．从而保证穿着安全

触。对ＧＣＳ材质严重过敏患者应立即脱去ＧＣＳ，及

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发挥防治ＶＴＥ的作用。

时告知医护人员。ＧＣＳ用于ＶＴＥ预防时，在病情允
许情况下，可遵医嘱予以其它机械预防方式如ＩＰＣ

附录１

装置替代治疗ｍ５６］：ＧＣＳ用于ＤＶＴ辅助治疗时，可遵
①评估血栓风险，询问有无ＧＣＳ相关材质
过敏史；②双下肢皮肤评估；③告知适应

医嘱予以弹力绷带加压替代治疗（需在医护人员指
导下）。必要时遵医嘱予抗过敏药物等治疗。

ｌ穿着前教育卜＿一 证、禁忌证、穿着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
不良反应；④说明穿着步骤流程

３．９．３压力性损伤原因：压力性损伤是位于骨隆
突处、医疗或其它器械下的皮肤和／或软组织局部损
伤．其病灶可能是完整皮肤或开放性伤口吲。ＧＣＳ

ｌ～＿一一～…Ｈ Ｊ…，…。

ｌ测量腿围Ｈ高裂睾志螽姜蒿釜；㈤测量鄙但计佰；

引起的压力性损伤多见于长期卧床、自主活动受
限、身材消瘦、周围组织灌注不良等状态及穿着大腿
型ＧＣＳ患者‘６４矧，也可由ＧＣＳ尺寸过小、压力过高

引起。有学者研究表明，损伤通常是内部因素和外部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影响因素尚未明确［１４】。临
床表现：ＧＣＳ引起的压力性损伤常发生在足跟和踝
部骨隆突处陋］，主要表现为受压处皮肤红、肿、热、

根据医师专业判断、患者喜好、生活习

ｌ选取合适的Ｇｃｓ卜＿一 惯、需要穿着次数、腿围尺寸和腿型，
选择合适长度和压力等级的Ｇｃｓ

０
ｌ穿着育 ’准备Ｌ一

①再次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应用禁忌；②检
查Ｇｃｓ尺寸和完整性；③演示穿着步骤流
程；④做好足部和腿部皮肤护理；⑤提醒
患者摘除饰物等

｝

卜＿ ①按要求正确进行ＧｃＳ穿着；②告知穿着
时机和时长；③穿着后保持ＧＣＳ平整．避

穿袜

痛、麻木，若压力未及时解除，常有水泡形成，严重

免褶皱

时可形成溃疡、坏死。预防与护理：①选择合适尺寸
和压力等级的ＧＣＳ俐；②每日脱下ＧＣＳ检查皮肤情
况阮镐］；③注意穿着期间有无下肢疼痛等不适主诉；
④遵医嘱做好营养不良患者饮食指导和营养供
给；⑤出现压力性损伤时，应及时脱去ＧＣＳ，若实

①适应证和禁忌证；②穿着必要性和重要

性；③正确穿、脱方法；④穿着期间皮肤

Ｉ穿着期 司评估ｌ

和孝 ｝育ｒ＿ 护理方法；⑤并发症观察，穿着期间一旦
出现不适情况需要及时告知医护人员；⑥可
以停止穿着的时间，并记录时间
ｒ
脱袜

卜

ｊ“ⅡⅡ一Ｌ¨ｍ＾廿古ｌ『

施机械预防措施弊大于利．可寻找其它替代治疗
ｒ

方法阻舶删．必要时损伤处予敷料保护，视损伤程度

沿腿部轻柔脱去Ｇｃｓ，避免下卷

Ｇｃｓ清洗和晾晒Ｈ鬟攀篓案、仉怵”忆倡仉”Ａ、峤峭月

邀请伤口专业护士会诊。
３．１０健康教育
教育对象和方式：国外诸多证据总结指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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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ＣＳ应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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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①

②

⑤

⑥

④

⑧

⑦

①穿着Ｇｃｓ前，可佩戴专用手套；②露趾型Ｇｃｓ，可先将助穿袜套套于足部；（萤将手伸进Ｇｃｓ里直至足跟，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袜跟部中间，将
Ｇｃｓ沿顶部往下拉，自里至外翻至袜跟部；④双手沿Ｇｃｓ两侧轻柔地将Ｇｃｓ拉向足跟部，确保其对应足跟位置与足跟吻合；（９握住Ｇｃｓ，将其
往回翻拉至腿部，直至完全穿上；（蓟穿着后用手抚平并检查袜身，保持平整；（Ｄ穿好Ｇｃｓ后．应去除助穿袜套．收好备用；⑧若需脱下Ｇｃｓ，用
拇指沿其内侧向外翻．自上而下顺腿轻柔脱下

ＧＣＳ穿脱步骤图（以压力Ⅱ级或Ⅱ级以上大腿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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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ｋ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ｊｏｎ ｓｃｏｃｋｉｎ铲ｊｎ ｐａｃｉｅｎｔｓ

［５４］Ｋａｈｎ ＳＲ，Ｓｈａｐｉｍ Ｓ，ｗｅｌｌｓ

ＹＨ，Ｊｏｈ ＪＨ，ｅｔ ａ１．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０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ｄｅｅｐ ｖｅｉ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Ｋｏｒｅ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Ｖ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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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ｌｏｎｇ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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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ｌ＿Ｅｆｆｂ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ｐｏｓ卜

ｔｈｍｍｂｏ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ｌａｅ：ａ ｍ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ｍｌｌｅｄⅢａｌ［Ｊ］．Ｊ Ｖａｓｃ

２０１６．１４９：３１５＿３５２．
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４７：１０１５—１０２１．

［４２］《中国血栓性疾病防治指南》专家委员会．中国血栓性疾病防
治指南［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９８：２８６１－２８８８．
Ｈ，Ｉｙｉｇｕｎ Ｅ，Ｉｎｃｅ Ｓ，ｅｔ 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４３］Ａｙｈ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ｃｏｍｆ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ｔ叩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ｔｒｉａｌ

ｅｍ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

ｔｈｍｍｂｏｓｉｓ［Ｊ］．Ｊ

ｖｅ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Ｃｌｉｎ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５６］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Ｉ℃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０ｒ∥１０．１００２／ａｏｍ．１２１４７，２０１８－０５—２９．
Ｔ，Ｋｕｋｉｎｏ Ｒ，Ｔａｋａｈａｒａ Ｍ，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ｍｕｍ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５：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ｇ ｕｌｃｅｒｓ，ｖ砌ｃｏｓｅ ｖｅｉｎｓ

［５７］Ｉｔｏ

［Ｊ］Ｊ Ｄ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４３：８５３·８６８．
Ｍ．ＢｒｅｖｅＩ Ｉｘ：ａｎＩｉ＿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ｌｉｏｎ ａｎｄ

［５８］Ｃｏｌｌｉ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ＷｏｏｌａｃｏｌＩ 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ｔｊｅｎｔ

Ｒ，Ｐ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ｌｏ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ｏｎ＿ｅｃｔ

ｄｅｅｐ

ｕｓｅ

ｖｅｉｎ

ｏｆ

［５９］白
ｉｎ

Ｐ，Ｎｏｖｅｎｔａ

Ｆ，ＱｕｉｎｔａｖａＵａ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ｈｍｍｂｏｔｉｃ

ａ１．Ｔｈｉｇｈ ４ｅｎｇｔ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ｐａ“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ｍ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４６］Ｗａｌｋｅｒ

ｔｒｉａｌ［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２，１１９：１５６ｌ—１５６５．

Ｌ，Ｌａｍｏｎｔ Ｓ．Ｕ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７］Ｍｏｏｌａ

Ｒ，ｅｔ

ａｎ（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Ｊ］．Ｎｕｒｓ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ｎｏｎ－ｐｈａｎｌｌ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Ｅ日ｒ０Ｌ］，

ｈｔｔｐ：，，ｏｖｉｄｓｐ．ｔ】Ｌｏｖｉｄｃｏｍ伊ｕｌｌＴｅｘｔＳｅ“ｉｃ扰‘ｒ％４６ｆ４４７ｃ８６４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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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ｅｎ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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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０Ｌ］．ｈｔｔｐ：，，ｏｖｉｄｓｐ．ｔｘ．ｏｖｉｄ．ｃｏｍ／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Ｔ％７８８９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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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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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ｖｅｉｎ

［６１］Ｂｙｍｅ Ｂ．Ｄｅ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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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

ｋｎｅｅ

ｒａｐ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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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ｐｏ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ｇｈ．１ｅｎｇｔｈ铲ａｄｕａｔｅｄ

Ｌｕｎｇ，２００ｌ，３０：２７７．２８４．

Ｃ，Ｍｏｏｌａ Ｓ．Ｔｈｅ

Ｚ．Ｌ０ｃｋｗｏｏ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ｅｌｏｗ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ｉｓ：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Ｊ］．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０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印ｐｍａｃｈ［Ｊ］．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

ｕ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Ｎｕｒｓ．２０１５，１２：１３ｌ—１３８．

［６３］Ｃｕｓｈｉｎｇ ＣＡ，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Ｌ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Ｙ，Ａｂｏａｇｙｅ

ＪＫ，ｅ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ｕ哂ｃａｌ
［６５］Ｋｕｊａｔ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Ｓｕ职，２０１３，１３２：１７２０—１７３２．

［６４］Ｈｏｂｓｏｎ ＤＢ，Ｃｈａ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Ｐ，Ｈｏｆｈｎａｎｎ

ｂｏｌｉｓｍ：ｃｕｒｒｅｎｔ

８ｃ６ｃ％７Ｄ小ｊ１４３２０．ｐｄｆ，２００ｌ一０ｌ一０ｌ／２叭９一０７—０１．

ａ

ａｎｔｉ－ｅｒｎｂｏｌｉｓｍ ｓｔｏｃｋｉｎ铲［Ｊ］．Ｂｒ Ｊ Ｎｕｒｓ，２０１７，２６：

ｓｏｒｅｓ［Ｊ］．Ｐｌａｓｔ

２０１６旬６—１８，２０１９旬７旬１．

Ｎ．Ｉｎｔｍｄｕｃｉｎｇ

Ｎ，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６２］Ｍｕｎｎ

Ｓｔａｎｄ，２００７，２ｌ：４Ｉ，４５．

ｓ．Ｄｅｅｐ 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ｍｍｂｏｓｉ８ｐｍ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Ｎｕｒｓ，１９９９，８：４４－４９．

敏．医用弹力袜穿着流程的设计和应

用［Ｊ］．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３３－３４．
［６０］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ｌｏｗ士ｎｅ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ｔｏｃ“ｎｇ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ＶＴ［Ｊ］，Ｂｒ Ｊ

燕，刘长建，周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ｓｕ唱ｉｃ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Ａｄｖ Ｎｕｒｓ，２０１７，７３：３３６－３４８．

［４５］ＰＩ丑ｎｄｏｎｉ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ＥＢ／

Ｎｕｒｓ，２０１５，２４：

２２４７－２２５７．

［４４］Ｗａｄｅ

ｖｅｎ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ｔｓ［Ｊ］．Ｊ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１７，４０：Ｊ－６．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

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ｈｍｍｂｏｐｒｏ—

ｐｈｙｌ“ｉｓ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Ｊ］．ｃｈｉｎｌ昭，２０１３，８４：１０５７一１０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一０６一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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