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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穿刺是临床抽血及用药的主要手段之一，尤

其是在儿科， 由于静脉给药不存在药物吸收过程，静

脉给药后可迅速分布全身，起效较快，且大多患儿口

服用药依从性较差， 静脉给药是临床儿科常用的治

疗手段之一 [1]。 但对于婴幼儿或合并过度肥胖、水肿、

烧伤后瘢痕 增生等导致 外周静脉条 件差的患儿，静

脉穿刺的难度明显加大，穿刺置管成功率明显降低，

甚至会发生较严重的并发症[2]。 本研究将投影式血管

显像仪应用至小儿外周静脉穿刺中， 观察其穿刺效

果和安全性，并与传统盲穿法进行比较，旨在探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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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在小儿外周静脉穿刺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2 月～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婴幼儿或因过度肥胖、水肿、烧伤后瘢痕增生等导致外周静脉条件差的患儿 69 例，根据穿刺方法

分为观察组（n=38）和对照组（n=31），观察组患儿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对照组患儿采用

传统盲穿法静脉穿刺。 比较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并对患儿家长进行满意度调查。 结果 观察组

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84.21%（32/38），对照组为 54.84%（17/3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

导下对外周静脉穿刺困难的患儿行静脉穿刺，可有效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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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projection infrared vessel imager for peripheral venous puncture in chil-

dren. Methods 69 children with poor peripheral venous status caused by obesity,edema and scar after burn injury treat-

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March 2015 were selected.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

38) and control group (n=31) based on the puncture method.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rovided with projection

infrared vessel imager-guided venous puncture whil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provided with conventional venous

puncture.The success rate of one puncture,complication incid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punctu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84.21%(32/38) while it was 54.84%（17/

31）in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The complication incidence of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of children in observa-

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jection infrared vessel imager-

guided venous punct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puncture and is effective and safe for children

for whom the conventional puncture method is difficult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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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2 月～2015 年 3 月我院儿科收治且

经临床确诊需静脉穿刺的患儿 69 例， 均为婴幼儿或

因过度肥胖（体重指数＞28 kg/m2）、水肿、烧伤后瘢痕

增生或静脉炎等可能引起外周静脉穿刺困难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38），男 21 例，女 17 例，年

龄 8 个月～14 岁，平均（8.27±1.94）岁；对照组（n=31），男

19 例，女 12 例，年龄 6 个月～14 岁，平均（8.10±1.72）岁。

观 察 组 患 者 在 投 影 式 红 外 血 管 成 像 仪 引 导 下 行 静

脉穿刺，对照 组患者采用 传统盲穿法 静脉穿刺。 两

组患者在性别构成比、年龄、引起静脉穿刺困难因素

分 布 等 方 面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操作方法

所有穿刺置管操作均由经专门培训并审核通过，

且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实施。穿刺前详细向患儿及其

家属讲解外周静脉穿刺的具体操作过程、注意事项及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安抚患儿，消除其紧张感，取得

患儿及其家属配合。两组患儿均采用统一规格一次性

使用静脉留置针（苏州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规格：

24 号），均严格按无菌技术操作规程进行。 穿刺前全

面评估患儿实际情况，选择合适静脉，对照组患儿由

护理人员采用传统盲穿法穿刺， 与皮肤呈 15°～45°进

针，刺入静脉后回抽见血后推注药液。 观察组患儿在

血管显像引导下行外周静脉穿刺， 具体操作步骤如

下：常规局部穿刺点消毒后，采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

像仪（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VIVO-

V-100）正对患儿待穿刺部位，待患儿血管投影清晰

后进行穿刺。 根据患儿具体情况与皮肤呈 15°～45°进

针，血管显像显示穿刺针进入静脉管腔，并明确针头

完全进入静脉管腔后，确定静脉血液回流入注射针管

内后，再进针 2～4 mm 即可。 穿刺完毕后，将针头拔

出，贴透明胶贴并采用胶布固定。穿刺时，应采用安抚

性语言与患儿保持交流，转移患儿注意力，以降低应

激反应的强度，防止血管痉挛。穿刺操作结束后，完善

护理记录，包括患儿穿刺时间、部位、用药情况等，并

加强护理巡查，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及穿刺处是否

出现红、肿、热、痛等情况。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者并发症发

生率。 于患儿出院前 1 d 向患儿家属发放由我科护理

组自行设计的对外周静脉穿刺的满意情况调查卷，由

患儿家属自行填写， 调查卷中主要内容包括心理护

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及静脉穿刺熟练程度等，每项

分为较好、好、一般、差 4 个等级，以较好+好为满意，

比较两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儿穿刺成功率的比较

观察组患儿一次穿刺成功率和总穿刺成功率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55，

4.275，P＜0.05）（表 1）。

表 1 两组患儿穿刺成功率的比较[n（%）]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家属满意度的比较

观察组 1 例患儿发生静脉炎， 并发症发生率为

2.63%，对照组 4 例患儿发生静脉炎，3 例患儿穿刺点

红肿，并发症发生率为 22.5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825，P＜0.05）。 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率为

97.37%（37/38），对照 组 为 77.42%（24/31），两 组 比 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25，P＜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是临床治疗的常用措施，常用于纠正机

体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可迅速

大量补充机体丢失的体液，改善机体营养状况，且静

脉给药不存在药物吸收过程，可迅速达到治疗性的血

药浓度，发挥疗效，因而被多数医护人员和患者所接

受[3-4]。 对于外周静脉条件尚好的患者，护理人员可在

眼观察或触摸后对血管进行评价，并根据临床经验进

行穿刺，而对于婴幼儿或合并过度肥胖、水肿、烧伤后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38
31

32（84.21）
17（54.84）

7.155
0.008

4（10.53）
6（19.35）

2（5.26）
8（25.81）

36（94.74）
23（74.19）

4.275
0.034

组别 n 一次成功 ≥2 次成功 失败 总成功

193



·护理研究· 中国当代医药 2015 年 11 月第 22 卷第 31 期

CHINA MODERN MEDICINE Vol. 22 No. 31 November 2015

瘢痕增生等外周静脉条件较差的患儿，穿刺前因血管

较浅、较深或皮肤表面瘢痕等原因，肉眼较难观察，且

不能触摸，导致穿刺前定位较难，增加外周静脉穿刺

难度，导致穿刺次数增加，进而增加额外的并发症发

生风险，给患儿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可能引发医疗

纠纷[5-8]。

随着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的应用，血管成像引

导下外周静脉穿刺已成为临床中一种新的选择，其利

用血管中血红蛋白对近红外光的吸收率与其他组织

不同的原理， 将皮下血管原位成像显示在皮肤表面，

可使护理人员清晰识别患儿皮下 8～10 mm 的细微血

管，有利于护理人员穿刺前精准定位。 与传统盲穿法

穿刺比较，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外周静脉

穿刺具有以下优点：①可精确显示血管，并可直接观

察血管具体走向，了解血管有无走行变异、偏离正常

解剖位置等情况，穿刺时，护理人员还可通过观察血

管成像实时观察穿刺针进入静脉情况，有利于提高一

次穿刺成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一次穿

刺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②血管成像引导有助

于护理人员选择较粗、较直和静脉瓣少的静脉进行穿

刺，避免传统盲法穿刺送管时易损伤血管内膜，进而

导致机械性静脉炎等现象，有效降低机械性静脉炎及

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9-1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③传统盲穿法

穿刺时，护理人员根据临床经验估计进针深度，易因

进针深度估计错误而出现回针后复穿等现象，延长操

作时间， 且复穿次数增加可造成血管不同程度损坏，

增加渗出液[13-15]。血管成像可清晰显示针尖位置，实时

观察进针深度，有效避免出现回针后复穿，缩短穿刺

操作时间，减少复穿次数，减轻患儿痛苦，进而提高患

儿家属满意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置管完成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患儿，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投影式血管成像仪引导下对外周静脉

穿刺困难的患儿穿刺，可有效缩短操作时间，提高一

次穿刺成功率，安全有效，对减少医疗纠纷和提高患

儿家属满意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投影式红

外血管成像仪采用较为安全的医用冷光源，可有效防

止仪器使用对护理人员、 患儿皮肤和眼睛的伤害，且

携带方便，对使用环境无条件限制，可满足不同医用

环境使用，对婴幼儿及其他原因导致外周静脉较差的

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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