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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日常护理操作中，护理人员会因各种客观因素使患者静脉不易评估，从而导致穿刺失败

或者反复穿刺。通过总结患者静脉穿刺失败的原因及危害，并对中科微光vivo系列投影式红外线

血管成像仪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分析，阐述血管可视化技术在外周静脉穿刺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利用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所具有的小巧、可移动、投影处静脉清晰可见等特点，在其引

导下的患者外周静脉穿刺成功率高，降低护士穿刺难度，解决穿刺过程中血管难找的难题，有望

取代传统的肉眼识别穿刺方案，带来医护领域的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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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可视化技术
在外周静脉穿刺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Abstract] In daily care oper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the vein of patients due to various 
objective factors, therefore, the routine method often leaded to puncture failure or repeated 
puncture. Through summarized the causes and hazards of venous puncture failure, and 
analyzed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projection infrared blood vessel 
imager of vivo serie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vascular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in 
peripheral vein puncture. A series of advantages of projection infrared blood vessel imager 
included small, lightweight, removable, the clearly visible vein on projection and so on could 
be used, and under its guidance, the success rate of peripheral venous puncture in patients was enhanced and the 
difficulty of puncture was reduced. Besides, the difficult problem that paramedics couldn't easily find vessel in the 
puncture was resolved. Therefore, it ma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uncture plan which depended on naked eye, and 
may guide a reform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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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穿刺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基础护理操作，是临

床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医院治疗抢救患者的重

要手段。然而，在日常护理操作过程中，护理人员也

会因为各种客观因素使患者静脉不易评估，从而导致

穿刺失败或者反复穿刺，如肥胖人群、自身血管条件

差以及患儿不能配合[1-3]。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操

作要求不断提高，都希望在静脉穿刺时能一针见血。

为了实施成功的静脉穿刺，稳、准、快、好地将治疗

药物输注到患者体内，提高静脉穿刺输液治疗护理质

量，减轻患者痛苦，增加患者满意度是护理技术操作

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4-5]。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疗器械在现代医学

中正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能否借助一种医疗器械，

让护理人员由传统的触觉转变成更为直观的视觉，将

人体皮下血管变的清晰可见，对血管走向一目了然，

从而能够进一步提高护理人员的穿刺成功率，减轻患

者的痛苦，增进护患关系，是所有医疗护理人员值得

研究的课题。基于此，总结静脉穿刺失败的原因及危

害，并对中科微光vivo系列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

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分析，阐述血管可视化技术

在外周静脉穿刺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1  临床穿刺失败原因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会遇到血管条件不

一的患者，而造成穿刺失败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就

多年的临床经验，可从护理人员和患者自身来分析各

自的自身因素及心理因素，并结合环境因素归纳出影

响静脉穿刺失败的一些相关因素[6-8]。

1.1 护理人员因素

(1)技术因素。穿刺失败的可能性贯穿于整个操作

过程中：①穿刺前，护理人员对患者血管的评估、穿

刺部位的选择以及血管深浅的把握，均有可能影响穿刺

的结果；②穿刺成功后，有些患者血管条件不好、周

围循环不畅，导致回血慢甚至无回血，护理人员经验

不足，以为穿刺失败而再次穿刺；③因穿刺成功后的

固定方式不够恰当，输液过程中患者活动导致胶布松

动、针头移位以及滑脱造成药液外渗致使局部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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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影响护理人员穿刺成功

率的主观因素：①当患者对象变成熟悉的亲人、朋友

甚至领导时，护理人员心里可能会产生顾虑，担心穿

刺失败会失去信任，因而操作时出现慌乱、穿刺不稳

致失败；②情绪波动，如短期内发生过家庭纠纷、夫

妻矛盾或朋友关系失衡等，甚至此前刚发生过护患矛

盾，导致护理人员情绪不稳定、注意力无法集中；③

刚参加工作的低年资护士，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

又缺乏与患者的沟通技巧，一时无法取得患者信任而

自信心不足[9]；④护理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

大，在面对不同的患者时出现忙乱，又不善于合理安

排，从而导致操作不细致、慌乱。

1.2 患者自身因素

(1)自身因素。患者作为被穿刺对象，其血管条

件以及对护理人员的配合程度，也是影响穿刺成功的

决定性因素：①长期卧床和年老体弱的患者，或者长

期输液和输入刺激性药物及化疗药物的患者，其血管

弹性差，血管壁还可能有疤痕形成[10]；②患者因失血

和失液不能进食，造成血容量减少、周围循环灌注不

足，使血管壁塌陷；③肥胖和水肿的患者，血管充盈

虽好但位置较深，在穿刺时，深浅不易掌握；④患有

皮肤病及烧伤、烫伤患者，输液拔针后未按压好针眼

致周围皮肤皮下淤血而青紫，这些都可能导致患者血

管条件变差，增加护理人员在血管选择上的难度；⑤

精神病患者、神志不清、烦躁不安的患者以及一些小

儿患者在穿刺时手舞足蹈、不配合，有时需要数人帮

助才能进行穿刺，给操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1]；⑥老

年患者经常住院，对护理人员的情况、技术水平比较

熟悉和了解，对护士的穿刺技术产生疑惑时唠叨、埋

怨和指责，从而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心理负担，造成穿

刺的失败。

(2)心理因素。当患者进入医院就诊或者住院，由

于身处环境的改变和疾病带来的不适，加之接待的医

务人员都是陌生的面孔，在心理上就会产生恐惧感而

变得焦虑和紧张，尤其是儿童患者，表现更为直接，

哭闹、不听话、害怕以及手脚乱动给穿刺带来极大的

难度。患者入院后希望护士在穿刺时能一针见血，期

望值过高，一旦穿刺失败就暴跳如雷，发脾气，指责

和谩骂护士[8]。

2  血管可视化技术

2.1 技术原理

血管可视化技术是基于血红蛋白对红外光强吸收

的原理而设计，血红蛋白相对于其他皮肤组织对红外光

的吸收能力较强。通过向皮肤投射特定波长的红外光，

由光敏元件采集皮肤红外图像，感知反射的红外光强弱

后。经过一系列数字图像处理以及高分辨超声进行精准

深度定位，形成血管分布轮廓图，再经投影仪将图像清

晰的投射在人的皮肤表面以还原血管的分布。

vivo系列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所选用的红外

光为波长850 nm和940 nm的双光源，属于近红外光。

红外光相较与可见光，能在皮肤中穿透的更深，穿透

深度为40 mm，可达到浅表静脉所在的真皮层，而可

见光仅能穿透皮肤1～2 mm，且多数被反射或散射(如

图1所示)。

图1 皮肤中红外光穿透示意图

2.2 安全性

在红外光辐射安全性方面，国家标准GB/T20145-

2006“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中对“连续辐射

灯危险类的发射限”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关于红外

辐射眼睛的发射限，规定低于1×102 W/m2即对人无危

险，而vivo系列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中心红外辐

射值仅为2×10-4 W/m2，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几个量

级，是国家安全标准的五十万分之一，故对人体无辐

射伤害。

2.3 先进技术—血管深度识别

vivo系列投影式红外线血管成像仪除了能够实现

血管可视化，将人体浅表静脉投影到皮肤表面，还具

有高分辨超声特点，能穿透至皮下40 mm的深度，通

过高分辨超声进行精准深度定位，从而实现血管深度

识别的功能，便于护理人员分辨血管深度，同时也为

将来智能打针机器人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图2所示)。

注：图中A为浅层血管(0～2  mm)；B为中层血管(2～4 
mm)；C为深层血管(＞4   mm)。

图2 投影下血管深度识别示意图

A B C

中国医学装备2017年10月第14卷第10期  血管可视化技术
                                                                      在外周静脉穿刺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胡金敏 等



综    述

ZHONGGUOYIXUEZHUANGBEI  139

3  血管可视化技术的临床应用

3.1 静脉穿刺

由于受年龄、性别、体质、胖瘦和所患疾病不

同，静脉的粗细、深浅、软硬以及弯直也各有特点，

在临床静脉穿刺中护士必须仔细观察、不断总结才能

熟练掌握[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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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兰[13]对1526例肥

胖患者进行静脉穿刺，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使用常

规穿刺方法，在不借助任何辅助仪器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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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穿刺成功次数进行统计，其结果显示，运用了投影式

红外线血管成像仪的767名患者，其一次穿刺成功率

达74.05%，远高于对照组的18.05%，且全部两次以

内穿刺成功，而对照组仍有5.8%的患者需三次或以上

才能穿刺成功。

儿童亦是穿刺失败的高发人群，因其年龄小、

血管较成人更细以及无法很好的配合护理人员进行

穿刺，若再合并过度肥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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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英等[15]对69例需静脉穿刺的患儿，均为

婴幼儿或因过度肥胖(体重指数＞28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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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将其分为两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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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

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的38名患儿，一次成功率高

达84.21%，高于对照组的54.84%，而在总成功率方

面，观察组也以94.74%远超对照组的74.19%。

3.2 辅助作用

血管可视化技术除了能应用于静脉穿刺、评估适

合穿刺的静脉以外，还能发现皮下漏液淤血、发现血

管病变以及血管异常结构，还能辅助医护人员对患者

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皮下出血、静脉窦、静脉曲张(如

图3所示)、静脉闭合以及对比吸毒人员和正常人的血

管情况如图4所示。

4  展望

血管可视化技术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由于主观

注：图中A为肉眼下患者血管情况；B为投影下患者血管情况。
图3 静脉曲张

注：图中A为吸毒患者血管情况；B为正常人血管情况。
图4 投影下血管情况对比图

因素或客观因素所导致的穿刺失败的概率，协助护理人

员快速找到合适穿刺的血管、判断血管位置及走向、提

示血管的深浅、观察有无静脉窦及出血点、定位血管动

向、辅助观察有无血肿形成及药物外渗等，实现精准医

疗，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减少医患矛盾。

临床实践表明，目前投影式血管成像仪对深度在

0～4 mm之间的静脉血管能有较为清晰的投影成像，但

对于类似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深度＞4 mm，管

壁较为厚实的血管，其成像质量较为一般。因此，未来

若能够进一步提高血管识别深度和精度、提高投影成像

质量，将能够扩大投影式血管成像仪的应用范围，为更

多的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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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桦褐孔菌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药用真菌，近年来国内外对其的研究力度不断加

大，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为了更好的使用桦褐孔菌，通过整理、查阅近10多年来桦褐孔菌在医

学方面的主要相关研究，包括其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等，尤其是在抗肿瘤、抗炎、降血脂、降血

糖、提高免疫力等方面总结出桦褐孔菌提取物对多种肿瘤有良好疗效，对免疫系统有积极提升作

用，还可以降低血糖和血脂，且对机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在抗氧化、调解机体代谢等方

面也具有一定的功效，揭示了桦褐孔菌的低毒性，高功效，以及独立用药和联合西医治疗方法用

药的可行性，是具有发展前途和开发价值的经济适用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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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褐孔菌医学相关研究进展

[Abstract] Inonotus-obliquus is a kind of medicinal fungi with multi-bioa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force for inonotus obliquus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a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re achieved by year after year. In order to further 
use inonotus obliquus, the main relative researches of inonotus obliquus on medicine, in the 
recent 10 years, were viewed and collated. These researches included that effective constituent 
and pharmacologic action, especially included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reducing blood 
lipid, decreasing blood glucose and improving immunity and other aspects. And as above 
researches, the extractive of inonotus obliquus has better curative effect for many kinds of tumor. Besides, it has actively 
promoting effect for immunity system, and for reducing blood lipid and blood glucose. Therefore, it has a certain 
protective effect for bod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active effect on anti-oxidation and body metabolism. These 
researches elucidated inonotus obliquus is hypotoxicity and high efficacy, and indicated the feasibility of independent 
use and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onotus obliquus. Therefore, inontus obliquus was a kind of 
drug with economic adaptability that has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value.
[Key words] Inonotus-obliquus; Pharmacological effect; Med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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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褐孔菌是一类重要的药用真菌，16～17世纪已

经在东欧、俄罗斯、波兰、芬兰等地被广泛应用，被

称为“万能药”，对多种疾病都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适合应用于医疗行业[1]。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相关

文献提及桦褐孔菌，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研究力度逐

年加大，研究内容涉及多方面，如桦褐孔菌的有效成

分、培育方法和治疗功效，尤其是对其药理作用的研

究具有现实意义。

桦褐孔菌可抗肿瘤、抗衰老、降血糖和抗炎等，

且无明显生理毒性[2-3]。合理利用桦褐孔菌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基于此，通过查阅大量有关文献资料，进一

步概括桦褐孔菌的医学相关研究进展，并归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