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南京护理学会静脉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论文目录 

1、大会交流（请大会交流作者制作 6 分钟 PPT 带至会场）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医院 

1 
肝素钠联合尿激酶用于 1 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 PICC 再

通的护理体会 

王迎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 
1 例多发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伴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与血栓形

成的患者的护理 

董珊 鼓楼医院 

3 
1 例以静疗专科护理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模式在疑难血管通

路患者中的应用 

陶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 

4 三七青黛膏预防静脉留置针所致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刘璐 江苏省中医院 

5 双过滤器输液器的设计与应用 陆娟 江苏省肿瘤医院 

6 风险护理在预防外周静脉使用胺碘酮致静脉炎的临床观察 邹兰 溧水区人民医院 

7 
基于互联网+自我管理为导向的护理在 PICC 置管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 

刘艳 南京市第二医院 

8 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对 PICC 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影响 张琦婉 南京市第一医院 

9 三氧治疗用于 PICC 导管发生重度接触性皮炎的疗效 蔡雯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 1 例幼儿股静脉 PICC 拔管困难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李成承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优秀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医院 

1 
葡萄糖酸氯己定敷料在预防肿瘤患者输液港囊袋切口感染

中的效果观察 

王丽霞 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 

2 留置输液港乳腺癌放疗患者两种不同护理方法的比较 林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 
恒温热敷联合青鹏软膏预防外周留置针输注七叶皂苷钠致

静脉炎的临床研究 

丁洁 鼓楼医院 

4 团队流程化救治在急诊输液室药物不良反应中的应用效果 谢敏 江苏省人民医院 

5 功能神经外科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原因及护理 曹峰 南京脑科医院 

6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肺癌患者 PICC 导管尖端首次到位精准率

中的效果分析  

杨燕 南京市胸科医院 

7 中心静脉装置关联皮肤损伤的预防和研究进展 王潇濛 南京市中医院 

8 
香附四子散热奄包用于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致静脉炎的护

理效果观察 

王丽 南京市中医院 

9 
1 例肿瘤患者植入式输液港不完全堵管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

策 

王娟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 1 例肺腺癌病人手臂港拔管困难的原因分析与处理 张红 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3、会议交流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医院 

1 一例口服阿帕替尼携 PICC 导管患者皮疹的护理体会 王翠翠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2 1 例静脉输注氯化钾外渗致 2 级皮肤损伤的护理体会 王洁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3 静脉治疗小组在神经科静脉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陈月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4 在静脉输液护理中应用个性化输液护理的效果观察 杨菲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5 1 例手臂植入式输液港导管异位的调整方法介绍 龚媛 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 

6 
PICC 专项护理小组的建立在神经外科 PICC 置管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 

李春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7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降低 port 针刺伤中的效果评价 田蓉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8 
预防性使用皮肤保护剂对婴幼儿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

的护理效果研究 

马艳楠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9 两种输液港衬垫敷料摆放方式对输液港蝶翼针拔针的影响 许丽芬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 
安全型无损伤针二步结构式垂直固定法在输液港插针中的

应用 

岳朝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11 循环式抽吸采血法在完全植入式输液港（TIAP）及外周中心

静脉置管（PICC）中的应用 

任良湘 江苏省人民医院 

12 环节质量控制在 PICC 穿刺点感染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许琳琳 江苏省中医院 

13 临床护士对中心静脉导管堵塞预防相关知识和行为的调查 耿旋 江苏省中医院 

14 肿瘤患者输液港相关性血流感染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黄晓钰 江苏省中医院 

15 医共体模式下同质化护理在基层医院 PICC 维护中的应用效

果 

冯学书 溧水区人民医院 

16 探究急诊输液护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防范对策 蔡义美 溧水区人民医院 

 17 静脉输液相关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方倩 溧水区人民医院 

18 护士合理选择静脉输液工具的现状及影响分析 魏林香 溧水区人民医院 

19 心内科患者静脉留置针的应用及护理 吴杰 溧水区人民医院 

20 静脉治疗相关并发症处理 殷佳佳 溧水区人民医院 

21 PICC 在高龄患者静脉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董晶晶 南京脑科医院 

22 静脉治疗小组的建立在临床静疗护理实践中的效果 曹峰 南京脑科医院 

23 1 例危重型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的护理 张瑶遥 南京脑科医院 

24 信息技术在静脉输液治疗中的应用 田思思 南京市第二医院 



25 一例 HIV 合并肺癌脑转移伴不明原因过敏患者的原因分析

与护理 

汤静 南京市第二医院 

26 综合护理干预在妇科肿瘤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维护中的应用 郜永平 南京市第二医院 

27 精细化管理在提高妇科病房首袋输液及时率中的应用 訾涔 南京市第二医院 

28 一例艾滋合并结核患者静脉通路的建立与护理 张丞 南京市第二医院 

29 双贴膜式改良透明敷料粘贴方法对深静脉导管相关感染预

防的护理研究 

胡樱 南京市第一医院 

30 BEST-PAL 综合培训模式对提高儿科低年资护士外周静脉短

导管穿刺技术的实践研究 

全惠云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31 护士合理选择静脉输液工具的影响因素分析 许华华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32 两针式皮下隧道法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妇科肿瘤化

疗患者中的实践研究 

叶敏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33 循证护理在预防肺癌患者 PICC 置管后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

用效果分析 

田宇燕 南京市胸科医院 

34 抗菌敷料预防肺癌化疗致白细胞减少患者 PICC 导管相关感

染的临床研究 

薛静 南京市胸科医院 

35 腕踝针对输液港置管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 施海霞 南京市中医院 

36 细节护理在静脉治疗患者中应用对风险的控制作用 王丽 南京市中医院 

37 护士站一站式办理出入院流程的实践与探讨 丁怡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8 植入式给药装置术切口缝合的方法研究 郝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9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预防控制策略研究 王雅丽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0 肿瘤患者 PICC 带管期间发生医用黏胶性皮肤损伤的护理现

状及原因分析 

王倩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1 基于移动护理信息平台的小儿静脉输液闭环管理系统应用

效果分析 

杜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2 1 例呼吸衰竭新生儿头皮静脉发生盐酸肾上腺素外渗的护理

体会 

王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3 5 例重症颅颌面畸形患儿 PICC 置管时机的分析与探讨 王媛媛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4 1 例新生儿使用外周静脉留置针输注营养液后外渗的护理 卜川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5 婴幼儿动静脉采血临床效果分析 鲍紫娟 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46 输液港堵塞原因的分析与预防处理措施 邹茹 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47 1 例血栓性静脉炎病人的护理 左欣 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