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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在护生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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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运用可视化静脉穿刺设备提高护生静脉注射结果。方法 将 2018 年 6 月—2020 年 3 月 120
名护生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常规静脉注射方法教学，观察组采取可视化仪器辅助静脉注射法教学。对比评价

两组护生的综合能力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静脉注射质量、患者满意度、护生自信心显著高于对照组( 均 P ＜
0． 01) 。结论 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的应用，可提升护生认同感，提高护生静脉注射自信心和患者满意度，此模式

在护生教学中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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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sualized intravenous injection teaching method in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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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use of visual venipuncture equipment to improve the results of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120 nursing students from June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rout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aught by visual instrument assisted
intravenous injection．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Ｒesults The quality of intravenous injection，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self-confidenc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all P ＜ 0． 01) ．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vis-
ualized intravenous injection teaching method can enhance the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improve the self-confidenc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This model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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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在医院要经过 10 个月的实习期，基础护理
技术是护生从课堂到临床实践的核心课程之一，为
了使护生实习期更快掌握各种技能，各实习单位均
会运用慕课、信息化技术、网络资源、翻转课堂等各
种方法来提升护生的学习能力。

基础护理技术中的静脉注射法是护生实习期间
需要掌握的技能［1］，是护理教育中护生要求掌握的
一项重要操作技术。此项技术由于其操作步骤复
杂，知识点和注意事项多，患者不愿意护生操作等因
素，往往成为护生最难掌握的操作技能之一。传统
的带教方法靠带教老师的经验进行示教，带教方法
的不同以及护生经验积累程度的不同，会对这项技
术的掌握造成影响，另外护生在实施实操前只能对
步骤有个粗略了解，没有实战经验，操作时没有任何
辅助设备的引导下，护生穿刺的压力会很大，一次性
穿刺成功率会受影响。为了让护生尽快掌握此项技
术，操作中不给患者带来痛苦，我们运用可视化仪器
辅助静脉注射教学法进行授课及实操练习［2］，可视

化静脉注射设备是利用红外线摄像头拍摄所照射部
位，即可确认静脉( 血液) ，再利用数字光学处理使
该影像投影到手臂上，通过可视化技术让护生透过
皮肤识别患者的静脉血管，选择所需要的最佳血管，

即使是在比如儿科、新生儿科、肿瘤科等具有挑战性
的临床环境也可使用。此外，可视化静脉注射技术
帮助护生观察血管有无变异、血肿、药物外渗等，穿
刺时避开静脉窦及问题血管。该设备还引用了先进
的血管深度识别技术，可以指导操作者选择最佳的
进针角度，实现了精准穿刺，能促进护生在临床护理
工作中自信心的提高，大大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带
教老师针对护生实操作中遇到的个性化问题，现场
指导及拓展知识授课，使护生在实操中理解知识内
容，解决不同输液问题，教学效果满意。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将 2018 年 6 月—2020 年 3 月 120 名护生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 60 名护生，女生 51 名、男生 9 名，

平均年龄( 20. 31 ± 1. 21 ) 岁，采取常规静脉注射方
法教学; 观察组 60 名护生，女生 53 名、男生 7 名，平
均年龄( 20． 42 ± 1. 20 ) 岁，采取可视化仪器辅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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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注射法教学。两组性别、年龄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1． 2 方法

1． 2． 1 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理论授课及实
际操作进行教学，具体方法如下: 理论授课与实际操
作在护生入科两周内完成，实施操作时首先向患者
健康宣教，告知穿刺的风险、穿刺中的配合、穿刺后
的注意事项; 其次护理人员加强巡视，针对患者反映
的疼痛、输液速度减慢等现象及时处理，第三是规范
操作，进行操作时指导护生运用目视法、触摸法选择
较粗血管进行静脉穿刺，最后是拔针，拔针时在针尖
即将离开皮肤的瞬间，立刻用棉签按压穿刺点血管
5 min，力度适合，禁止揉动，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增加
按压时间，拔针后交代注意事项。
1． 2． 2 观察组
1． 2． 2． 1 成立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小组: 科室在高
年资带教老师中选拔 6 名带教老师担任此项工作，6
名带教老师必须熟练掌握可视化血管影像设备穿刺
技术，沟通能力、静脉穿刺技术强［3］，带教经验丰
富。
1． 2． 2． 2 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小组成立后，①进行
教材分析，包括学校带教任务、我院带教计划。操作
教学使用国家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基础护理
技术》和我院临床各项操作规范为理论支撑。②护
生入科后操作能力评估，发放静脉穿刺失败原因调
查问卷进行分析，调查显示: 心理因素不当、血管选
择、操作手法不准确为最主要原因。③制定学习计
划汇编［4］，除传统教学内容外制定可视化静脉注射
影像设备操作流程、设备显影下血管评估规范、血管
深度测量技巧、运用设备穿刺时患者沟通技巧、输液
外渗的预防及处理、设备的保养及维护、可视化影像
设备下模拟血管穿刺系统操作运用等［5］。④经科
室静脉注射教学小组讨论，对本次护生静脉穿刺的
患者年龄、穿刺血管、穿刺部位等进行了规范，要求
选取穿刺人群为 30 ～ 65 岁肿瘤患者，穿刺血管均选
择在手背，穿刺静脉直径在 0. 1 ～ 0. 4 cm 之间，有外
周静脉化疗史，静脉穿刺的要求更利于护生的穿刺
体验。⑤设计护生静脉注射登记表，护生从入科到
出科完成的静脉注射均记录在案，每名患者静脉注
射时只允许护生两次静脉穿刺，两次不成功带教老
师及时补救。登记表带教老师记录及保管，及时做
分析及修订带教方案。
1． 2． 2． 3 可视化血管成像仪操作培训: 首先告知护
生血管成像仪工作原理，操作前后如何向患者解释。
培训操作时让模拟患者暴露穿刺部位肢体，将手臂
放在操作台上，打开可视化成像仪，调节支架高度和
角度，使绿色光束投射在穿刺部位的静脉皮肤上，能
清晰显示数字时表示血管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教会
护生如何观察血管数量、粗细、弯曲，如何观察血管

瓣膜、走向，如何判断血管狭窄、外渗等异常情况，再
调解血管成像仪角度观察血管深度，计算出穿刺针
头进针角度及穿刺进皮时的距离，在选定的血管上
做好标记。培训时要求护生通过血管成像仪互看血
管反复练习。
1． 2． 2． 4 操作演练: 护生上午完成操作示教，下午
进行理论授课，完成理论授课后再进行模拟操作练
习，操作练习采用角色扮演法两两一组，借助可视化
设备进行演练，练习时先在对方手臂查看血管，测量
深度，再在可视化影像设备模拟血管穿刺系统上进
行静脉穿刺演练［6］，为了让护生观察不同的血管情
况，每天分组练习的人员都会重新排序，培训一周后
护生能熟练掌握穿刺技巧和血管判断，再经过带教
老师评估后进行患者实际操作。
1． 2． 2． 5 技术指导: 护生临床操作时带教老师全程
把控，包括从患者的沟通到操作结束后的感谢。沟
通时让患者一同观看血管显影，让患者了解自己血
管情况，使患者有信心在借助先进仪器的情况下顺
利完成操作。操作时首先护生通过血管评估筛选静
脉血管［7］，根据血管深浅度选择进针角度，在血管
成像仪显影下针头快速穿刺进入皮肤，再按照血管
走向平行进针，见回血再进针到所需位置，完成静脉
穿刺，本组护生按照带教计划要求经可视化静脉注
射影像设备对血管评估后，符合条件再进行静脉穿
刺。穿刺血管必须无断层、无阻塞、无皮下出血、无
感染，操作中做到和患者有效沟通，穿刺后以一次穿
刺成功及患者满意为有效穿刺。一旦两次穿刺不成
功带教老师进行补救，护生每次的操作均记录静脉
注射登记表，操作结束患者签字确认。护生操作过
程中带教老师除进行操作把控外，根据患者不同血
管特点及病情分析开展理论知识拓展教学，比如不
同药物外渗的处理、血管狭窄的原因、深静脉穿刺的
范围等，此方法的应用，提升了护生学习的兴趣，加
深了护生对静脉注射相关知识的掌握。
1． 2． 2． 6 每日集体点评: 每天下午四点，带教老师
针对每名护生当天穿刺情况进行集体点评［8］，护生
通过案例汇报、带教老师点评、同学之间讨论、带教
组长总结等完成当日静脉注射汇总，集体点评时注
重对每项操作中存在问题进行原因分析，让护生再
度思考，使整个过程让所有同学都能掌握不同案例
的穿刺要领及疑难问题得处理方法，同时通过知识
拓展提升静脉治疗专科知识的掌握［9］。
1． 2． 3 评价方法

①护生出科前进行静脉输液操作考核，考核标
准采取我院统一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进行考核后
对比。②护生经过可视化静脉注射法教学培训后，

分别跟踪一周护生静脉输液情况，统计一次穿刺成
功率及患者满意度。③两组护生对一次穿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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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教学方法、沟通能力、自信心进行评价。
1． 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 SPSS 17． 0 统计学数据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珋x ± 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护生静脉输液技能考核成绩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静脉输液技能考核成绩对比 ( n = 60，珋x ± s，分)

组别 头皮钢针静脉输液 留置针静脉输液

观察组 90． 90 ± 6． 12 79． 65 ± 12． 33
对照组 87． 82 ± 10． 23 74． 57 ± 9． 50

P ＜ 0． 05 ＜ 0． 05

2． 2 两组护生静脉输液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及患者

满意度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生静脉输液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及患者满意度比较

( n = 60，% )

分组
穿刺例数

一次成功例数 失败例数

一次穿刺

成功率

患者满意度

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160 11 93． 57 151 20

对照组 141 24 85． 45 132 33

注:  2 = 5． 93，P ＜ 0． 05

2． 3 两组护生教学方法评价、沟通能力、自信心等

综合能力评价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生教学方法评价、沟通能力、自信心等

综合能力评价比较 ［n = 60，n( %)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喜欢该种教学方法 59( 98． 33) 31( 51． 66)

提高对输液的认知 56( 93． 33) 45( 75． 00)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57( 95． 00) 50( 83． 33)

提高操作技能 58( 96． 66) 39( 65． 00)

提高注意事项 56( 93． 33) 40( 66． 66)

提高学习兴趣 51( 85． 00) 45( 75． 00)

提高学习效率 56( 93． 33) 42( 70． 00)

提高实践能力 58( 96． 66) 32( 53． 33)

拓宽知识面 59( 98． 33) 35( 58． 33)

提高自信心 57( 85． 00) 36( 60． 00)

注: P ＜ 0． 05

3 讨论

静脉注射是一项广泛应用在临床的基础护理操
作，也是护生实习期间必须掌握的技能，传统静脉注
射教学法往往带有带教老师个人习惯及认知，很难
达到探索学习的真正目的，另外患者担心护生操作
技术不熟练，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意让护生进行操
作。而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
拓展了知识面，通过培训提高护生与患者的沟通技

巧，操作时因有先进的辅助设备完成血管评估，患者
更容易接纳护生操作，从而给护生带来了更多的实
际操作机会。此方法的实施让护生自信心提升从而
尽快进入岗位角色［10］，完成临床实习任务。此外带
教老师不是护生学习的唯一途径，还可借助先进的
辅助仪器、信息化设备系统等，在精心设计的环境中
开拓思路，提高护生解决问题的能力［11］。
3． 1 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的优点

3． 1． 1 提高护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静脉注
射是一项侵入性操作技术。目前，大多数的医院静
脉注射教学都采用理论授课后通过老师示教直接在
患者身上操作的方法，一但穿刺不成功，患者不满意
的同时会对护生心理造成阴影从而形成负担影响整
个实习阶段［12］。运用可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后，护
生在可视化影像设备显影下一目了然地看到血管解
剖和生理特点，加深护生的感性认识，此外可视化影
像设备模拟血管穿刺系统随时随地提供护生穿刺演
练，极大地满足了护生个性化需求，培养了护生学习
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3． 1． 2 护生穿刺技术提升 护生静脉穿刺时通过
影像显影选择穿刺点位置，再通过成像仪角度测量
计算出穿刺角度及进针点，针头进皮时速度要快，刺
入的深度根据影像显影提示为准，针尖进血管见回
血后再平行进针，穿刺成功进行固定。护生经过此
技术的培训，在小儿、肢体水肿、肥胖患者等特殊血
管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完成静脉穿刺。
3． 1． 3 解决传统穿刺方法一次穿刺不成功问题
传统方法一次性穿刺不成功后，血管收缩、皮下出血
会给再次穿刺增加难度，运用可视化血管成像显影
技术进行穿刺，能直观地观察血管走形变化，调整穿
刺位置和角度进行穿刺，穿刺成功率显著提高，是弥
补传统穿刺方法最有效的手段。
3． 1． 4 拓宽知识面 每例患者实际操作时，因疾病
及血管条件的不同，带教老师均能根据不同情况拓
宽知识面，此方法既增加了护生的理解能力，也解决
了临床实际困难。比如，护生静脉穿刺前运用可视
化血管成像系统进行血管评估时，遇到血管狭窄问
题，会通过老师带教掌握血管狭窄原因分析、血管的
分级、血栓的形成、血栓的处理、外渗的原因、外渗的
处理、患者的用药等相关知识，进一步拓展知识面，

从而使 护 生 突 破 课 本 知 识，掌 握 学 习 要 点，查 漏
补缺。
3． 1． 5 患者对护生的认可度提升 可视化静脉注
射法的应用，提升了护生的沟通能力。在患者实际
操作前护生除了已经熟练掌握静脉注射操作外，临
床实际操作时护生也会运用护患沟通技巧取得患者
的信任和理解，打消患者顾虑，穿刺时也会运用无痛
穿刺技巧进行操作［13］，即便两次穿刺不成功也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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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效沟通取得患者谅解，从护生静脉穿刺前后统
计数据对比查看，患者的满意度、对护生的认可度明
显提升。
3． 1． 6 师生交流加深 新方法带教后的护生普遍
得到临床护士的认可，护生在临床实际操作中能大
胆提出问题，带教老师也能根据不同情况及时解决
问题及延伸教学，这种模式增进了师生交流，使教学
相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师生感情。
3． 2 教学模式符合学校教学大纲要求

此次新教学方法的应用，采用学校教材汇编及
我院操作规范要求，运用现有的先进化设备资源，实
施前对护生进行摸底、培训，实施中对护生全程把
控，实施后进行前后对比，不断提升护生临床操作技
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快地完成了教学大纲
的要求。
3． 3 任务教学法

新方法带教规避了以往带教老师一味地灌输知
识，而是要求护生每天一个病例带着问题去学，此方
法从简单到难，从容易到繁琐循序渐进，从理清学习
思路，掌握知识的来龙去脉，再培养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此方法有效促进护生智力发展和创造
力的培养［14］。
3． 4 高素质的带教团队

带教老师必须具备带教基础，本着自愿报名、科
室考核、同行评价等形式进行测评，择优录取并形成
团队。具体要求: 遴选出的带教老师要有一定的专
科经验和沟通能力，遴选过程中邀请静脉治疗专科
小组成员参与评估，带教老师具备静脉输液治疗和
血液肿瘤护理专科基础，并热爱带教工作。
3． 5 讨论模式的应用

新方法实施中每天都有讨论环节，这是新方法
教学的辅助环节，护生可通过同学间遇到的难点问
题展开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整个过程带教老师对
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给予启发和提示，护生能较快
地获取知识信息［15］，再借助老师的引导更便捷地得
到其他知识源，此教学环节得到护生一致认可，被护
生誉为思想智慧的课堂。
3． 6 个别辅导环节

对静脉注射技术的掌握每位同学都存在不同差
异，还有一些同学甚至因为一次性穿刺不成功或者
患者埋怨而对静脉穿刺操作产生抵触心理，针对操
作技能落后的护生启用个别辅导环节，针对心理阴
影而产生抵触的护生加强一对一心理辅导，此外带
教组长进行一对一教学跟进，培养护生兴趣的同时
增加培训课时，培训内容由浅入深，逐步提高，通过
相互启发、相互帮助、开阔思路、共同提高的模式促
进护生快速提高。
3． 7 模拟学习方式的应用

模拟学习方式是利用可视化影像设备模拟血管

穿刺系统完成操作演练，此技术可通过信息化生成
一个逼真的视觉、触觉模拟现实环境，让护生通过虚
拟环境完成操作，其效果与实际静脉穿刺效果非常
相似［16］，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模拟血管穿
刺系统练习的安全程度比现实更高。

综上所述，运用现有的先进化设备资源，将传统
的教学方法和实施后教学方法进行前后对比，不断
提升护生临床操作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自信心，使护生能尽
快掌握此项技术［17］，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可
视化静脉注射教学法的实施在护生临床教学阶段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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