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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行静脉穿刺的疗效观察

代金兰

摘要 目的 观察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行静脉穿刺的效果。方法 选取 1 526 例肥胖患者行静脉穿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对照组 759 例，在不借助任何辅助仪器的情况下，根据血管的解剖位置，凭借个人经验进行穿刺; 观察组 767 例，借助投影式

血管成像仪完成穿刺。结果 观察组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的一次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二次及以上穿刺成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 均 P＜0．05) 。结论 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提高了静脉穿刺成功率，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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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肥

胖人群的比例也越来越多。当肥胖人群需要输液时，其血管不

易评估，给医护工作者带来较大困难，同时反复穿刺也给患者带

来较大痛苦。现如今，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要求很高，总希望静脉

穿刺一次成功，特别对于肥胖患者更希望一针见血。自 2013 年

以来，本科医护人员在提高自己静脉穿刺技术的同时，借用投影

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进行穿刺，提高了静脉穿刺的成功率，减轻

了患者的痛苦，也增进了护患关系。现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 年 9 月～2015 年 7 月，本科对 1 526 例肥胖患者行静脉

穿刺，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759 例，观察组 767
例。所有患者中男性 308 例，女性 1 218 例，年龄在 39～ 72 岁; 住

院患者 937 例，门诊患者 589 例; 有静脉穿刺史的 1 489 例，无静

脉穿刺史的 37 例; 穿刺时极度紧张的 328 例，较紧张的 872 例，不

紧张的 326 例; 均为肥胖，无法用肉眼及手感判断血管走向的患

者，属常规穿刺较困难的患者。患者因以往穿刺很难一次成功，

穿刺时大多情绪紧张，合作性差。两组均在患者手背部穿刺。两

组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穿刺方法，在不借助任何辅助仪器的情况，

医护人员根据血管的解剖位置，凭借个人经验进行穿刺; 观察组

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进行穿刺。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静脉穿刺成功例数，分类穿刺成功次数: 一

次穿刺成功、二次穿刺成功、三次及以上穿刺成功。统计两组各

项数据。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静脉穿刺成功情况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静脉穿刺成功情况比较 n( %)

组别 n 一次穿刺成功 二次穿刺成功 三次及以上穿刺成功

对照组 759 137( 18．05) 578( 76．15) 44( 5．80)

观察组 767 568( 74．05) 199( 25．95) 0( 0．00)
χ2 值 481．402 384．793 45．784
P 值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3．1 由于人们的年龄、性别、体质、胖瘦和所患疾病不同，静脉

的粗细、深浅、软硬、弯直也各有特点［1］，护士必须仔细观察、不
断总结才能掌握，穿刺时若不因人而异，失误必然在所难免。相

对肥胖者的脂肪较厚，浅静脉位于皮下脂肪层与肌层之间，肉眼

不易观察，而每个人的血管走向又有所差异，深度又受脂肪层厚

度影响，常规穿刺的难度较大，且每个操作者的工作经验也有所

差异，因此常规穿刺成功率较低。
3．2 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根据血红蛋白对红外光强吸收

的原理而设计，血红蛋白相对于组织对红外光的吸收能力较强，

通过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感知反射的红外光强弱后，再经

过一系列数字图像处理将血管的轮廓显示出来，再经投影仪将

图像投射在人的皮肤表面以还原血管的分布，对细小和较深血

管的发现能力较强，适合肥胖致静脉识别难的患者，血管显示更

逼真。对没有丰富穿刺经验的操作者来说，根据投影式红外线

血管成像仪的显示影像进行穿刺，可大大提高穿刺成功率。
3．3 在危重患者的抢救、治疗中，运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

仪，提高了穿刺成功率，为抢救患者赢得了时间，为治疗危重患

者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减轻了患者对穿刺的恐惧感，减轻了患者

的痛苦。同时，一次穿刺成功率的提高，也减轻了操作者操作时

的心理压力，特别对年轻的工作经验相对不足的操作者，更需要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平和的心态，掌握过硬的护理操作技

能，严格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3．4 这些肥胖患者，以往经常难以一次穿刺成功，长期在心理

上形成阴影，对穿刺有不同强度的恐惧感，穿刺时有不同强度的

不合作。因此，护理人员在穿刺前，应先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

以减缓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强患者在穿刺时的合作［2，3］。
综上所述，使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对肥胖患者进行

静脉穿刺，可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的痛苦，改善护患

关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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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宝创疡贴治疗Ⅱ期压疮、浅Ⅱ度烫伤伤口的护理效果观察

熊 佳 安 玲 张思琪 熊媛媛 李淑玲

摘要 目的 观察美宝创疡贴治疗Ⅱ期压疮、浅Ⅱ度烫伤伤口的护理效果。方法 将 60 例Ⅱ期压疮、浅Ⅱ度烫伤的患者随机分成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清洗消毒待干，待干后对照组涂一层莫匹罗星软膏再用纱布覆盖，观察组使用美宝

创疡贴进行治疗。结果 观察组视觉模拟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 ，愈合时间早于对照组( P＜0．05) ，伤口愈合率高于对照组

( P＜0．05) 。结论 美宝创疡贴治疗Ⅱ期压疮、浅Ⅱ度烫伤伤口的方法能快速缓解患者的疼痛，并可预防感染，加快伤口愈合，具有

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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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期压疮表现为受压部位呈紫红色，有硬结，皮肤出现水

泡，极易破溃，破溃后暴露潮湿红润的创面，有疼痛感。浅Ⅱ度

烫伤表现为局部红肿，有水泡形成，水泡破裂后，可见潮红的创

面，温度较高，疼痛剧烈。压疮和烫伤的伤口如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细菌及毒素将会侵入血液循环导致败血症和脓毒血

症的发生，危及生命。因此，及时治疗压疮及烫伤的伤口非常重

要，且合理选择有效的敷料对控制感染、缓解疼痛具有显著的临

床价值。美宝创疡贴是由网状结构的无纺布浸有麻油、蜂蜡混

合物，配备自粘式敷料垫，形成具有“网中网”结构的敷贴，在临

床应用中已取得一些经验。本研究对传统敷料和美宝创疡贴在

处理Ⅱ期压疮、浅Ⅱ度烫伤伤口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旨在

选择更有效、实用的方法。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8 月就诊于本科的Ⅱ
期压疮、浅Ⅱ度烫伤的患者 60 例，包括院外带入或院内发生的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压疮、烧烫伤诊断标

准［1，2］。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其

中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 70．2±4．82) 岁，Ⅱ期压

疮 18 例，浅Ⅱ度烫伤 12 例。观察组男性 15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

龄( 69．8±5．2) 岁，Ⅱ期压疮 20 例，浅Ⅱ度烫伤 10 例。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观察组 根据压疮和烫伤的程度: 水泡完整者，用无菌

注射器将水泡内的液体抽出，尽量保持水泡表皮的完整。若水

泡表皮已破损，则先用碘伏消毒伤口，再用生理盐水清洗后待

干。敷料选择: 美宝创疡贴，将浸有麻油蜂蜡膏的敷料覆盖在伤

口上，再用自粘式敷料贴将其包裹在中央，四周粘牢固定。如敷

料无渗透，换药 1 次 /d。
1．2．2 对照组 对照组水泡处理方法同上，伤口待干后，在伤

口处用棉签涂抹一层莫匹罗星软膏，再用无菌纱布敷料将其覆

盖，贴好胶布固定。如敷料无渗透，换药 1 次 /d。
1．3 疗效评定 观察并记录两组在治疗 48 h 后的视觉模拟疼痛

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愈合时间及伤口愈合率。VAS
总分 10 分: 0 分为无痛; 1～3 分为轻度疼痛; 4～6 分为中度疼痛; 7
～10 分为重度疼痛。以总有效率作为伤口愈合疗效判定指标［3］，

总有效率= ( 显效+有效) /总例数×100%。显效: 患者接受治疗

后，创面愈合良好无渗液，结痂后自然脱落。有效: 创面渗液量显

著下降，创面部位可见新的肉芽组织，且创面面积明显缩小。无

效: 经上述治疗后，创面无明显好转或出现症状加重现象。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9．0 软件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 x±s)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例( %) 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 48 h 后 VAS 评分、愈合时间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 48 h 后 VAS 评分、愈合时间比较 ( x±s)

组别 例数 VAS 评分( 分) 愈合时间( d)

对照组 30 5．13±0．76 13．93±4．17
观察组 30 1．64±0．62 7．65±2．96
t 值 19．49 7．72
P ＜0．05 ＜0．05

2．2 两组伤口愈合的总有效率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伤口愈合的总有效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对照组 30 14 10 6 80
观察组 30 28 2 0 100
χ2 值 6．67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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