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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应用于 5 年内年轻护士在肾内科水肿患者外周静脉留置针提高穿

刺成功率的效果观察。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肾内科 100 例水肿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静脉穿刺法，进行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盲穿; 观察组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

下进行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 比较两组间的一针穿刺成功率及穿刺所需时间。结果: 对照组一针穿刺成功率为 72%，

观察组一针穿刺成功率为 92%，两组间一针穿刺成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对照组穿刺所需时间为

( 4. 35±0. 37) min，观察组穿刺所需时间为( 2. 81±0. 54) min，两组间穿刺所需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 。

结论: 对 5 年内年轻护士在水肿患者穿刺时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穿刺可以提高对水肿患者的一针穿刺

成功率，缩短穿刺时间，减轻患者痛苦，提升患者满意度，提高年轻护士工作效率，提升年轻护士对自身职业价值的荣

誉感，增强自信心，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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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优质护理内涵的不断深入，患者及家属的期望值不

断提高，如何提高 5 年内年轻护士对水肿患者的穿刺成功率

十分关键。当前肾内科护士有 17 人，5 年以内年轻护士占比

是 35. 3%，而水肿输液人次在总的输液人次中占 55%左右 。

水肿患者由于体液过多或者低蛋白血症导致过多的液体潴留

在组织间隙，从而导致四肢静脉血管显露不清，给临床静脉输

液和静脉采血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对血管的评估不足，

操作技术不娴熟为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年轻护士尤为突出;

护士的心理及身体素质，人的办事效率及质量受情绪的影响

和调节［1］。从而导致一次穿刺成功率较低，反复穿刺增加患

者的痛苦，同时增加了年轻护士的工作量和心理负担，甚至会

有离职的悲观感。2016 版 INS 指南提出患者静脉穿刺困难和

( 或) 实施穿刺失败后，采用血管可视化技术来识别外周静脉

位置，有助于在静脉选择上做出合理的决定［2］。投影式红外

血管成像仪根据血液中血红蛋白对近红外光吸收强于其他组

织的原理，通过数字影像技术的处理，将皮下静脉情况实时原

位投影显示在皮肤表面，可探及皮下 6 mm 深度范围的血管，

并清晰显影，护士只需要按照显影的图像进行穿刺即可［3］。

我院肾内科于 2018 年 1 月起对 5 年内年轻护士在肾性水肿患

者穿刺时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照射外周血管成像后再

进行静脉穿刺，明显提高了年轻护士一针穿刺成功率，缩短穿

刺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年轻护士的自信心及自身职业价

值荣誉感，患者满意度提升，对年轻护士的穿刺技术大为赞

赏，取得较好成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

肾内科收住的水肿患者 100 例需要进行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

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 年龄大于 16 岁; ②低蛋

白血症( 血浆白蛋白＜30 g /L，24 h 尿蛋白定量≥3. 5 g) 而导

致的全身高度水肿的肾病综合征患者，指压穿刺局部呈凹陷

性水肿，静脉血管肉眼看不见且触摸不清; ③自愿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患无法配合的患者; ②有意识障碍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的患者; ③有认知障碍无法表达自己意愿

的患者。将 10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随机排序单

数的患者纳入对照组，使用传统的静脉留置针穿刺法根据个

人经验进行盲穿; 随机排序双数的患者纳入观察组，使用投影

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对外周血管进行照射成像判断静脉走向及

深度后进行留置针穿刺。对照组 50 例，男 37 例，女 13 例，年

龄 16～78 岁，平均 54. 3 岁; 观察组 50 例，男 32 例，女 18 例，

年龄 17～77 岁，平均 51. 2 岁; 两组性别、年龄及血管显露情况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穿刺护士均为工作 5 年内的肾内科年轻护士，统

一接受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可视化穿刺技术及传统的静脉留

置针穿刺法两种穿刺方法的操作培训并考核合格。对照组采

用传统静脉穿刺法盲穿，分别进行四肢静脉留置针穿刺。准

备静脉输液穿刺所需物品，包括茂康碘消毒液，静脉输液药

液、山东威海威高富森医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使用

医用透明贴膜( 规格为 60 mm×70 mm)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24G×0. 75IN 三通 Y 型留置针、5 ml 注射

器抽取 4 ml 生理盐水预冲留置针，一次性输液管。穿刺部位

首选前臂粗而直的静脉，其次为手背静脉、关节部位静脉、指
间静脉。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穿刺前留置针用预先准备好的

生理盐水预充排气，用茂康碘消毒液沿着穿刺点方向顺逆消

毒周围皮肤两遍，消毒范围＞8 cm×8 cm，穿刺时与皮肤呈 15°
～30°进针见留置针管腔内有回血，确定针头完全进入静脉管

腔后，将留置针放平再进针少许约 0. 5 cm，退针芯少许再将留

置针套管缓慢全部送进血管，拔出针芯，采用无张力粘贴透明

敷贴并高举平台法胶布固定留置针肝素帽，消毒肝素帽用余

下的 5 ml 注射器内生理盐水回抽留置针内回血顺利后用脉冲

·2403· 吉林医学 2020 年 12 月第 41 卷第 12 期



式正压封管法将回血冲洗干净拔出针头，再次消毒肝素帽后

接上输液药液液体滴入顺畅说明穿刺成功，按医嘱调好滴速。

交代留置针留置期间注意事项。
1. 2. 2 观察组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

同对照组备好输液所需用物，暴露穿刺部位皮肤，打开深圳中

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VIVOLIGHT ( VEIN-
CAS)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开关，按照人体解剖部位静脉血

管走向调节血管成像仪与皮肤之间的距离。使穿刺部位静脉

处于光照镜头正下方 20～ 30 cm 处，注意避开患者眼睛，如能

捕捉到血管，可以看到皮肤上清晰显示血管形状、大小和走

向。且皮肤上能显示清晰的绿色光投影字母为最佳距离，如

显示不清，可在圆润和基本模式间切换直到皮肤投影处于最

清晰状态，应用深度模式测量血管深度，当屏幕上红十字位于

血管上方时，旁边出现绿色指示灯提示血管深度，每出现一个

“+”提示血管深度为 1 mm，最多显示 4 个绿格，穿刺者可根据

1、2、3、4 mm 血管深度判断进针角度。选定四肢粗直的血管

作为穿刺点，如水肿非常严重者，操作者可在显影的血管上方

沿着血管走向用食指将组织间液往两边拨开以利于进针、消
毒，穿刺时护士需要沿着显影的血管走向，并根据血管显示血

管的深浅程度判断进针的深度进行穿刺。穿刺时明确针头完

全进入静脉管腔后，确定静脉血液回流入留置针管内后同对

照组操作方法回抽回血脉冲式正压封管法将回血冲洗干净拔

出针头，再次消毒肝素帽后接上输液药液，液体滴入顺畅说明

穿刺成功，按医嘱调好滴速。交代留置针留置期间注意事项。
1. 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静脉穿刺成功率及所需穿刺时间，

穿刺成功率包括 1 针穿刺成功、2 针穿刺成功及 3 针及以上穿

刺成功。穿刺时间的计算方法从液体排气后选血管开始至留

置针穿刺成功，撤出针芯，松开止血带、固定好留置针、液体滴

入顺畅穿刺成功为穿刺时间。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 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

料以率( %) 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一针穿刺成功率为 92%，穿刺所需时间为( 2. 81±
0. 54) min，对照组一针穿刺成功率为 72 %，穿刺所需时间为

( 4. 35±0. 37) min，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穿刺成功率及穿刺时长比较

组别 例数
1 针穿刺成功

［例( %) ］

2 针穿刺成功

［例( %) ］

3 针及以上

穿刺成功［例( %) ］

1 针穿刺

成功率( %)

穿刺所需时间

( x±s，min)

对照组 50 36( 72) 9( 18) 5( 10) 72 4. 35±0. 37

观察组 50 46( 92) 4( 8) 0 92 2. 81±0. 54

χ2 / t 值 5. 054 5. 231

P 值 0. 023 ＜0. 001

3 讨论

3. 1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能有效缩短

穿刺时间: 静脉穿刺是护士日常护理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大

多数的水肿及肥胖患者由于血管距离表皮较深，无法用肉眼

及手感判断血管位置及走向［4］。针对穿刺困难，血管不显露

的患者，在以往护士通常使用拍打、热敷、热水浸泡等方法，但

是耗时时间长，而且静脉显影效果差，加之工作 5 年内年轻护

士穿刺技术经验有限，一针穿刺不成功后心理压力大。投影

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进行外周静脉穿刺具有以下优点: ①能精

确显示血管位置，并可直观看到血管的走形，了解血管有无分

支、静脉瓣等［5－6］;②红外成像可视化技术是通过不同颜色的

红外光，在光照下使血管分别可显示出黑色、绿色、白色三种

不同的颜色，定位找到血管的位置，评估血管的深度及血管走

形，被护士称之为“扎针神器”［7］。③具有高分辨超声特点，

能穿透至皮下 40 mm 的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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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轻护

士借助此技术，较好的评估患者血管条件，本研究结果显示，

使用投影式远红外线血管成像仪对外周血管进行成像显影在

水肿患者静脉穿刺中，能清晰地对水肿患者的外周血管进行

显影，护士不需要通过传统的方法去寻找血管后盲穿，直接按

照仪器在皮肤上的血管投影进行穿刺，所以使用可视化技术

穿刺组穿刺时长仅为 ( 2. 81 ± 0. 54) min，明显低于对照组

( 4. 35±0. 37) min。从而提高年轻护士工作效率，增加自信心，

减少人力资源消耗，提升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避免因反复穿

刺造成患者及家属不满意而引起的医疗纠纷。
3. 2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能有效提高

一针穿刺成功率: 利用红外血管成像引导进行静脉穿刺将传

统盲穿法转变为可视化，且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具有高分

辨超声特点，能穿透至皮下 4 mm 的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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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而提高了一次穿刺成功率，本研究成果显示对水肿

患者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组一针成

功率为 92%，明显高于对照组 72%，且无三针及以上穿刺的，

明显减轻了年轻护士操作的心理压力及因找不到血管穿刺引

起的恐慌感，提高一针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因护士多次穿刺

不成功而带来的痛苦，减少护士操作时间，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

本研究表明，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行静脉穿刺

能提高 5 年内年轻护士在水肿患者外周静脉穿刺一针穿刺成

功率，既能节约医疗成本耗材的付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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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多次穿刺带来的恐慌和身体承受的痛苦，又能保持护士进

针穿刺时既往应有的手感，很受临床护士的青睐，尤其是穿刺

经验不足的年轻护士，减轻年轻护士对水肿高难度患者穿刺

时所带来的压力，增加护士对高科技血管可视化技术的信心，

提升自身职业价值的荣誉感及降低离职意愿，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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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伴呼吸衰竭
机械通气患者血气分析指标及拔管时间的影响

郝建梅 ( 天津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天津市海河医院 ＲICU，天津 300350)

［摘 要］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AECOPD) 伴呼吸衰竭机械通气患者血气

分析指标及拔管时间的影响。方法: 选择 AE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 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30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血气分析指标以及拔管时间。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PaCO2、PaO2 以及 pH 值等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观察组拔管时间为( 4. 77±
1. 33) d，短于对照组的( 6. 4±2. 45)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施，对提高 AECOPD 伴呼

吸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缩短拔管时间。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呼吸衰竭; 综合性护理; 血气分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是以通气功能障碍为主要特

征的呼吸系统常见疾病，该病呈进行性进展，病情易反复发作

并急性加重，患者常表现为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

严重者可出现各种心肺并发症，易导致患者肺功能下降，威胁

患者生命安全。目前临床常采用机械通气进行治疗，可有效

改善患者氧和能力和通气质量，但治疗期间患者易发生并发

症，不利于疾病恢复［1－2］。基于此，本研究给予我院收治的 3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AE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

综合性护理干预，旨在探讨其对血气分析指标及拔管时间的

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 ～ 2019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AE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 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各 30 例。纳入标准: 符合 COPD 临床诊断标准［3］; 经血气分

析检查确诊为呼吸衰竭; 患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意识障碍或精神疾病患者; 合并心、肝、肾
等重要器官病变者; 伴有肺动脉高压、肺大泡等脏器功能障碍

者。本研究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观察组中男 11

例，女 19 例; 平均年龄 75. 5 岁。对照组中男 12 例，女 18 例;

平均年龄 74. 3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给予机械通气治疗、病情观察、

心电监护、吸氧、吸痰等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

合性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①心理干预: 积极主动与患者

沟通交流，列举疾病治疗的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

信心，缓解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使其积极接受配合治疗。

②气道护理: 给予患者适当气道湿化，稀释痰液，针对痰液黏

稠者，遵医嘱给予雾化吸入 2～ 3 次 /d; 按需予以患者吸痰，注

意吸痰时动作轻柔，吸痰期间密切观察患者面色、心率，吸痰

时间＜15 s，避免时间过长而损伤气道黏膜; 及时清除呼吸道

分泌物，保持通气顺畅; 每隔 2 h 协助患者翻身、拍背 1 次，以

促进痰液的排出; 床头抬高至 30°，保持患者头颈部垂直，避免

气管打折、弯曲。③舒适护理: 患者因长时间插管，口腔卫生

状况较差易导致感染，依据不同口腔状况，选择合适漱口液，

进行口腔护理 2～3 次 /d; 选取合适且松紧度适宜的气管插管

固定法发并密切观察与皮肤接触处情况，在皮肤接触处贴减

压贴，置患者于舒适体位，对于肢体活动不便患者，定时翻身

变换体位，防止压疮。
1. 3 观察指标:①比较两组护理前与护理干预 7 d 后动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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