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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在老年精神障碍患者静脉留置针穿刺中的应用

顾丽琴

摘要 目的 探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在老年精神障碍患者静脉留置针穿刺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入住我科的使用静脉留置针穿刺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的老年精神病患者 63 例。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时间节点，按照入院先后

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选取 2018 年 2 月—2018 年 7 月住院的 31 例患者为对照组( 穿刺 68 次)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住院

的 32 例患者为观察组( 穿刺 72 次) ，同时这些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静脉评估为Ⅱ级及以上，静脉留置针穿刺有一定的难度，执行静

脉留置针穿刺者均为 6 名高年资护士。对照组按常规静脉留置针穿刺方法进行穿刺，观察组在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辅助下

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比较两组静脉留置针一次穿刺成功率、静脉输液开始时间及患者( 家属) 对护理技术操作满意度。结果 两

组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对照组为 70．59%，观察组为 84．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静脉输液开始时间比较，对照组为

( 4．74±0．84) min，观察组为( 4．24±1．08)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患者( 家属) 对护理技术操作的满意度比较，对照组为

74．19%，观察组为 9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应用于辅助护士对老年精神病患者进行静

脉留置针穿刺，有利于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的痛苦，保护患者的静脉，缩短启动静脉输液时间，有效提高患者( 家属) 对护

理技术操作的满意度。
关键词: 老年精神疾病;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 静脉留置针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机体的逐渐老化，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下

降、脆性增加，若充盈度不够，可导致静脉穿刺的难度增大。而

老年精神病患者受精神病性症状控制，自理能力下降，饮食常常

不规律，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使静脉

条件变得更差，再加上他们往往合并多种躯体基础性疾病，身体

抵抗力比正常老年人差。在病情反复无常的情况下，静脉留置

针被视为一条生命的通道，为急救创造了诸多便利条件［1］，可

缩短静脉用药的开始时间［2］。快速地建立静脉通路是临床护

理工作的要求也是一大难题。我科于 2018 年引进了投影式红

外血管成像仪，应用于老年精神病患者静脉留置针穿刺实践操

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住院的老年精

神病患者 63 例，按照李加宁等［3］的血管分级标准，静脉评估Ⅱ
级及以上标准。纳入标准:①年龄≥60 岁;②符合 ICD－10 精神

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③合并一种或以上躯体疾病;④输液量≥
500 ml;⑤能配合静脉输液。排除标准:①穿刺部位有严重皮肤

病、瘢痕、纹身、毛发浓密等;②四肢伤残、不完整;③不配合静脉

输液或存在被害、物理影响妄想的患者; ④患者( 家属) 不同意

者。以 2018 年 2 月—2018 年 7 月住院的 31 例患者为对照组

( 穿刺 68 次) ，以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住院的 32 例患者为

观察组( 穿刺 72 次) 。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21 例，年龄 60 ～ 88
岁，平均( 74．87±7．36) 岁，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 6 例，脑器质

精神障碍 2 例，复发性抑郁障碍 11 例，阿尔茨海默病 3 例，血管

性痴呆 1 例，精神分裂症 3 例，躁狂发作 1 例，双相情感障碍 3
例，焦虑症 1 例。观察组男性 9 例，女性 23 例，年龄 60～ 88 岁，

平均( 72．25±7．18) 岁。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 6 例，脑器质精

神障碍 2 例，复发性抑郁障碍 11 例，阿尔茨海默病 4 例，血管性

痴呆 1 例，精神分裂症 3 例，躁狂发作 1 例，双相情感障碍 3 例，

焦虑症 1 例。两组均使用 BD 公司生产的 24G 安全型密闭式静

脉留置针，穿刺部位为肢体浅静脉，穿刺护士均为 6 名工作年限

≥5 年的高年资护士完成，患者( 家属) 均知情同意。两组比较

疾病种类、性别、诊断、年龄、血管分级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1．2 方法

1．2．1 操作方法 对照组按常规静脉留置针穿刺方法建立静

脉通路: 护士向患者和家属做好解释后，使用 PDA 扫描带有芯

片的腕带，进行双向查对，确认患者身份后初步寻找可穿刺的静

脉，确定静脉后扎止血带，用手指触摸感觉静脉的走向和状态，

消毒皮肤待干后绷紧皮肤进针，见回血后降低角度推进撤针芯

0．2～0．5 cm，一手固定针翼，后持针翼撤针芯少许，一手持针座

送软管入血管，松止血带后初步调节输液滴数，判断留置针是否

在血管，如果确定静脉留置针在位，固定妥当，精确调整滴速，做

好宣教。
观察组在进行静脉穿刺前，护士向患者和家属做好充分的解

释，使用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影式红

外血管成像仪 VIVO500S 辅助寻找静脉，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红外

成像技术测量出皮下血管与四周环境的差异值，对皮肤下面的血

管等组织进行红外成像［4－6］。执行护士均接受厂家技术人员的

培训并考核合格。执行者用 PDA 扫描带有芯片的腕带，进行双

向查对，确认患者身份后，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协助下选择

穿刺的静脉并进行穿刺: 在自然光线或白炽灯下，短按开关键，将

穿刺部位放于仪器投影窗下方( 穿刺部位水平放置) ，上下调节

仪器与穿刺部位的距离，待投影两侧 LOGO 字母最清晰时，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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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成像距离: ( 21±30) mm，普通模式下血管成像接近黑色，无

血管呈微黄色，可根据个人习惯进行亮度、深度模式和绿光模式

切换，可在投影灯管下直接进行穿刺，也可在投影灯光下做好标

记，再进行穿刺。穿刺步骤和注意事项同对照组。
1．2．2 评价指标 ①一次穿刺成功。判断为留置针静脉穿刺后

见回血，松止血带，固定好留置针，输入液体大于 100 ml 无外渗现

象; 反之留置针穿刺后无回血、输入液体小于 100 ml 有外渗现象

为穿刺失败。②静脉输液开始时间。以 PDA 扫描腕带核对患者

身份正确后开始计时，至静脉通路通畅，在 PDA 上点击“执行输

液”为止，进行计时。③对患者( 家属) 就静脉穿刺操作满意度调

查。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进行评估。以上数据由 1 名经过培

训的护士进行记录，并由护理组长和护士长全程质量控制。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计量和

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t 检验和 χ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 观察组一次穿刺成功率 84．72%，

高于对照组的 70．59%，见表 1。
表 1 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 例( %)

组别 例数 一次成功 失败

对照组 68 48( 70．59) 20( 29．41)

观察组 72 61( 84．72) 11( 15．28)

χ2值 4．052

P 值 0．044

2．2 两组静脉输液开始时间比较 观察组启动输液时间为( 4．
24±1．08) min，少于对照组的( 4．74±0．84) min，见表 2。

表 2 两组静脉输液开始时间比较 ( min，x±s)

组别 例次 静脉输液开始时间

对照组 68 4．74±0．84

观察组 72 4．24±1．08

t 值 3．045

P 值 0．003

2．3 两组患者( 家属) 对静脉操作技术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

静脉操作技术的满意度 93．75%，高于对照组的 74．19%，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 家属) 对静脉操作技术满意度比较 例( %)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照组 31 23( 74．19) 3( 9．68) 5( 16．23)

观察组 32 30( 93．75) 2( 6．25) 0
χ2值 4．510

P 值 0．034

3 讨论

3．1 采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辅助静脉穿刺提高了护士对

老年精神病患者的静脉留置针穿刺一次成功率 本组研究显示

观察组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辅助静脉留置针穿刺，一次

穿刺成功率为 84．7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59%，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红外血管成像仪通过光束的投射使那些凭

眼睛看不到、指感不明显的静脉通过显影成像显示在护士眼前，

护士凭视觉看清患者静脉的走向、长度、粗细，通畅程度、深浅度

等，缩短了盲目凭感觉和经验在患者皮肤上“摸索”的时间。对

于受精神病性症状控制的老年精神科患者来说，护士反复使用

止血带扎患者肢体，会引起他们的不耐烦，甚至认为“故意刁

难”而拒绝配合穿刺。静脉显影仪可以帮助护士寻到那些隐藏

着的血管，打破了只在手背中间找血管的局限性，增加了可供选

择血管的余地［7］，增强了护士穿刺成功的信心，减轻了因盲目

性穿刺和穿刺失败导致的挫败感及护士的工作量［8］，也减轻了

患者因反复穿刺不成功而导致的疼痛不适感。
3．2 有效缩短了静脉输液开始时间 如果反复多次穿刺的不

成功，会影响到静脉药物使用的开始时间，从而影响治疗的进

程。观察组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协助下对老年精神障碍

患者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后启动输液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同

时对于病情复杂、病情变化快的老年精神来说，我们无法预料下

一秒会发生什么，我科在多次抢救患者的过程中使用投影式红

外血管成像仪帮助下行静脉穿刺，尽早地建立生命通道，为抢救

患者赢得了时间。
3．3 有效提高患者( 家属) 的满意度 患者( 家属) 对护理工作

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静脉穿刺的成功率。在大多数患者或

家属眼里，护士的工作可能就是打针和发药，他们认为打针是体

现护士工作能力高低的技术操作，是评价一个“好”护士的重要

标准之一。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护士打静脉针前犹豫不决，打

针速度慢、打不进去那纯粹是护士的问题。使用了投影式红外

血管成像仪就不一样了，在仪器灯光的投影下，患者的血管状态

一目了然，不光护士可以看得到静脉，患者和家属也能看得到静

脉情况，在显影状态下，护士可以明确告知患者血管的条件，使

患者和家属了解到静脉穿刺的成功也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观察

组 32 例患者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辅助留置针静脉穿刺

后，患者和家属也感觉医护人员也是处处为患者着想，人文关怀

细致入微，同时也让患者和家属感觉到高科技带来得福音。静

脉穿刺成功率的提高，患者痛苦的减轻，用药的及时，患者 ( 家

属) 的满意度随之提升。
综上所述，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与否，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因

素，那就是患者本身的血管条件和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在自

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患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老年精神科，有很多患者合并多脏器功能不全、营养不良等，

他们的血管弹性差，静脉穿刺不易成功，在抢救和治疗老年患者

的过程中，需要经常反复通过静脉使用抗感染、补液、静脉营养

等药物［9］，而他们的静脉受老化和疾病的影响，条件较差，看不

见、找不到是摆在护士面前的一道难题。使用投影式红外静脉

显影仪辅助静脉留置针穿刺，既保护了患者的静脉，也使护士保

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稳定的情绪［10］，因为在显影状态下，护士

可以沿着静脉走向穿刺，有效提高了静脉穿刺“一针见血”的成

功率，大大缩短了护士反复寻找静脉的时间及静脉穿刺的盲目

性［11］及静脉输液的启动时间，为救治患者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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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护理

1 例重症 prader－willi 综合征患儿的全面全程护理

陈丽霞 符霞林

关键词: Prader－Willi 综合征; 儿童; 护理

Prader－Willi 综合征( Prader－Willi syndrome，PWS) ，又称肌

张力 低 下、智 能 障 碍、性 腺 发 育 滞 后、肥 胖 综 合 征，由 Prader
等［1］在 1956 年首次报道，是一种涉及基因组印记的遗传性疾

病。临床特点包括肌张力低下、婴儿期喂养困难、多食、肥胖、性
腺发育不良、成年身高受损、认知和行为障碍等［2］。国外有研

究显示，不同人群发病率约为 1 /1 0000 ～ 1 /3 0000，平均病死率

约 3%［3］。早期诊断和合理干预对改善患儿生活质量、预防严

重并发症和延长寿命至关重要［4］。2018 年 4 月 16 日，我科收

治 1 例合并慢性心功能不全 ( III 级) ，右室扩大、肥厚，右房扩

大 、肺动脉高压( 重度) 、肥胖－换气不良综合征，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的重症 prader－willi 综合征患儿，经积极救治和落

实全面全程护理，患儿康复良好。现报道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儿，男，6 岁，自出生后有喂养困难，易呛咳，睡觉时伴鼾

声。曾在省级医院检查示 15 号、16 号染色体异常可能，已行

“睾丸下降固定术”，现未上幼儿园，能走路，小跑，只能说“爸

爸、妈妈、奶奶”等叠词，智力语言发育较同龄儿童落后。曾因

重症肺炎、肺动脉高压、肥胖症、心力衰竭多次在我科住院治疗。

2018 年 4 月 16 日，患儿因气促、发绀 2 天，嗜睡半天”再次入

院。体格检查: 神志清楚，特殊面容( 满月脸) ，肥胖体型，阴茎

短小，阴囊空虚; 肥胖 BMI 指数: 33( 极度超重) ; 毛细血管再充

盈时间约 3 s，四肢指端发绀; 呼吸促，有三凹征，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痰鸣音及哮鸣音。入院诊断: Prader－Willi 综合征、重症

支气管肺炎、肥胖－换气不良综合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慢性心功能不全 III 级 右室扩大、肥厚，右房扩大、肺动脉高

压( 重度) 。经呼吸机辅助通气、抗感染、护胃、化痰、利尿、脱水

护脑、退热、补液、止惊等对症支持治疗，给予呼吸、循环、用药、
营养、预防感染及并发症、心理行为干预等全方位的护理，15 d
后患儿病情好转出院; 出院后进行随访护理。
2 护理

2．1 快速高效急救处理 值班人员接急诊电话后，护士立即准

备抢救用物。患儿入院时呼吸困难、口唇发绀、不能言语，立即

予面罩高流量给氧、心电监护、协助医生立即行气管插管并机械

通气; 患儿重度肥胖，在穿刺困难的情况下予以两组腹壁静脉穿

刺，遵医嘱及时准确用药。
2．2 呼吸功能衰竭护理 患儿在呼吸机辅助呼吸期间，予以俯

卧位通气。俯卧位通气可以改善 AＲDS 患者的氧合，降低气道

峰压［5］，能促进背侧肺泡复张，使气管内分泌物由于重力作用

得到良好的引流，心脏和纵隔对下垂肺区的压迫减少，从而增加

通气量，改善病人的氧合状态［6］。采取俯卧位时，在患儿胸部

垫枕头或水袋，以保证胸腹部有一定的活动度; 头略偏向一侧，

面部用水袋支撑以保持适当位置，防止眼晴、耳廓受压; 双臂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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