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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注射过程中，利用注射器排气方法避免疫苗溶液外洒的措施。方法

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1 月 30 日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990 例接种者作为试验组，采用瓶内排气法；选取
577 例接种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排气法。观察排气时两组疫苗外洒的发生率。结果

试验组外洒发生率

为 0％，对照组外洒发生率为 7. 28％，试验组外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发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
论

在注射疫苗中实施瓶内排气法，可有效降低液体外洒发生率，减少核酸污染，并可确保按规定剂量注射疫

苗，同时操作简单易行，提高了护士的接种效率，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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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syringe exhaust
methods in the COVID-19 vaccine injection
ZHI Hui，XU Jingjin，LI Ye，ZHENG Wei，LIU Jinjing，TANG Ling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78）

ABSTRACT：Objective Explore measures to avoid spilling the vaccine solution during the injec⁃
tion of the COVID-19 vaccine. Methods From January 29，2021 to January 30，2021，990 vacci⁃
nators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and the in-bottle
exhaust method was used；577 vaccinator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onvention⁃
al exhaust method was used. Observe the incidence of vaccine spillage in the two groups during
exhaust.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external spill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0%，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 28%. The incidence of external spill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 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the in-bottle exhaust method in the vaccine inje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liquid spills，reduce nucleic acid pollution，and ensure that
the vaccine is injected at the prescribed dose. At the same time，the operation is simple and easy，
which improves the nurse's vaccination efficiency，and has a hig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intramuscular injection；COVID-19；vaccine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

炎进一步传播及暴发的有力措施［4-5］。依照《疫苗

炎，是一种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经呼吸道飞沫和

管理法》和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国家

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人群普遍易感的新发
［1］

传染病 。该疫情暴发以来，严重威胁全球人民
生命健康和身体健康，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
［2-3］

冲击

。目前疫苗接种是解决或者控制新冠肺

药监局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和 2021 年 2 月 5
日分别批准了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两款灭活疫苗附条件
上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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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活疫苗是对病原微生物进行培养、增殖后，

取药液后，以食指固定针栓拔出针头，将针头垂直

用理化方法灭活后制成的疫苗，是一种易于快速

向上，轻拉活塞，使针头内的药液注入注射器，并

研究和制备的有效疫苗，其优点是消除了病毒的

使气泡集于乳头口，轻推活塞，驱除气体，排尽空

感染复制能力，具有较完整分子空间结构，抗原成
分的空间构象比较接近原始状态；且在一般情况
下，完整病毒的免疫刺激能力比蛋白分子强，因此
［8］

灭活的完整病毒免疫原性相对较好

。但由于灭

气。试验组采用瓶内排气技术，如图 2 所示，即吸
取药液后，不将针头拔出，将针头垂直向上，轻拉

活塞，使针头内的药液注入注射器，并使气泡集于
乳头口，轻推活塞，驱除气体，排尽空气。

活疫苗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病毒核酸片段，在接种
过程中，开启疫苗瓶、抽取疫苗液、注射器排气、接
种后注射器或疫苗瓶内的液体残留等，可能会以
液体或以气溶胶方式，污染接种场所的接种台、墙
壁、门把手、走廊、接种人员和受种者衣物等物体
表面，因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灵敏度极高，如
在核酸片段被降解前进行采样，很可能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9］。

尽管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对

于核酸污染问题进行解答并给出了相关工作技术
建议，但对于注射器排气导致的疫苗溶液外洒问
题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9］。2021 年 1 月 29 日北

图1

常规排气法

图2

瓶内排气法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疫苗接种过程中，注

射液排气应在治疗盘正上方完成，排气过程应注
［10］
意避免产生遗液，若有遗液须滴入治疗盘内”
。

这为护理人员规范操作提供了宝贵建议，但在实
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可控因素导致排气过程中疫
苗溶液排出过多或超出治疗盘范围内的外洒情
况。为解决疫苗溶液外洒，尽量减少核酸污染，我
院率先将瓶内排气法运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
苗（Vero 细胞）
“克尔来福”中，现作如下报告。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护士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

2021 年 1 月 30 日接种的 1567 名接种者，采用方便
抽样法选取 990 例接种者作为试验组，采用瓶内
排气法；选取 577 例接种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

排气法。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疾病类型上
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注射疫苗为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
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商品名克尔来
福，每支（瓶）0. 5ml，每一次人用剂量 0. 5ml，采用

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接种疫苗的护士均已接受
统一培训。
1. 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排气技术，如图 1 所示，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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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的疫苗溶液外洒的发生率，溶

液外洒为排气时溶液排出数量超过 1 滴和范围超
出弯盘。
1. 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 20. 0 软件对观察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排气时疫苗溶液外洒的发生率）以

例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P 值＜0. 05 为对比
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对照组中出现疫苗溶液外洒 42 剂，外洒发生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率 7. 28％；试验组中无外洒发生。相比之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表1

3

各排气方法的疫苗溶液外洒情况（例，%）

组别

排气方法

试验组

瓶内排气法

对照组

常规排气法

疫苗溶液有外洒 疫苗溶液无外洒
0（0%）

42（7. 28%）

990（100%）

535（92. 72%）

讨论
将瓶内排气技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

的注射，存在着较多优势。首先，瓶内排气法降低
了疫苗溶液外洒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核酸污染
的发生。就实际操作而言，即使没有操作失误，遵
循“注射液排气应在治疗盘正上方完成”的操作指
引，排出的疫苗溶液也不一定能滴落在弯盘内，如

图 3 所示，在重力作用下，排出的疫苗溶液顺着针
梗流到与针栓的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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