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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近红外可视化穿刺技术提高老年静脉穿刺困难患者的穿刺成功率。方法 采

用随机抽样法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和老年医学科外周静脉

穿刺困难的老年患者 160 例行外周静脉穿刺，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80 例。对

照组不借助任何辅助设备，评估血管采用常规的目视法及触摸法，凭借护士个人经验进行外周静脉穿

刺。观察组借助于红外血管成像仪评估血管走形、深度，了解血管分支情况，先进行目标血管定位，在

红外血管成像仪定位下进行外周静脉穿刺。比较两组穿刺成功率、穿刺时间及穿刺部位。结果 两

组穿刺成功率比较，观察组首次穿刺成功率 91.25%，高于对照组（χ2=43.495，P ＜ 0.01）；穿刺时间

（3.7±1.8） min，低于对照组（t=4.629，P ＜ 0.01）；穿刺部位比较，观察组 72.5% 在前臂静脉穿刺，高于对照

组（χ2=46.920，P ＜ 0.01）。结论 近红外可视化穿刺技术能提高外周静脉穿刺困难的老年患者穿刺成

功率，缩短穿刺时间，有助于实现首选前臂静脉穿刺，减轻老年患者痛苦，节约耗材成本，减轻护士的穿

刺压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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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among senile patients with difficulties 
in venipuncture by applying the near-infrared visualization puncture technology. 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ed 
1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fficulties in peripheral venipuncture of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and Geriatric 
Medicine Department by random sampling to carry out peripheral venipuncture at Xuanwu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5 to December 2016. Tho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eripheral venipuncture by nurses' personal experience along with assessing vessel by routine visual method and 
touch method without any accessory equipment.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ipheral venipuncture 
by the location of infrared vessel imager. The infrared vessel imager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vessel shape and 
depth to understand vascular branches so as to locate target vessel. And then，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success 
rate， time and site of puncture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first punctu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2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χ2=43.495， P ＜ 0.01）. The puncture time 

［（3.7±1.8） min］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4.629， 
P ＜ 0.01）. In the aspect of site of punctures， there was 72.5% of patients with punctu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in forearm vein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χ2=46.920， P ＜ 0.01）. Conclusions The near-infrared 
visualization puncture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fficulties in 
peripheral venipuncture， short the puncture time and help to achieve forearm venipuncture with the first choice. 
This technology can also relieve the pain of elderly patients， save consumptive material cost and reduce nurses' 
pressure on puncture. It is worth to be used widely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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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患者逐渐成为住院患者的

主要群体。老年患者中 75% 需要静脉输液治疗［1］，而老年

人由于生理改变，其血管条件差，静脉壁增厚变硬，管腔狭

窄，血管弹性降低，脆性增加，皮肤组织松弛［2］，穿刺成功率

较低，其中，外周静脉穿刺困难者约占 5%，无法用肉眼及手

感判断血管走向［3］。可视化穿刺技术有助于帮助准确找到

血管位置，提高穿刺成功率。何凤娇等［4］研究报道，应用血

管显影仪用于提高小儿穿刺成功率。为提高老年静脉穿刺

困难患者的穿刺成功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普外科及老年医学科应用近红外可视

化技术——红外血管成像仪，用于老年患者外周疑难静脉穿

刺，穿刺成功率显著提高，减轻了老年患者痛苦，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和老年医学科收

治的住院患者 160 例。纳入标准：（1）年龄大于 60 岁；（2）外

周血管条件差的患者（外周血管条件差判定标准为无法用肉

眼及手感判断血管走向）；（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

（1）有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的患者；（2）有意识障碍无法正常沟

通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排序单数入观察组，双数

入对照组。观察组 8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52 例，平均年龄

（75.67±8.07）岁；对照组 8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59 例，平均

年龄（73.35±8.01）岁；两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 方法：两组穿刺工具均应用 B-D24G 安全型留置针。

穿刺部位均首选前臂静脉，其次为手背静脉、关节部位静脉。

穿刺者均为通过北京护理学会资质认证的主管护师以上的

静脉治疗专科护士，均统一接受近红外可视化穿刺技术的操

作培训并考核合格。对照组评估血管采用常规的目视法及

触摸法，凭借护士个人经验进行外周留置针穿刺。观察组采

用中科微光 VIVO500 型号的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评估血

管走形、深度，了解血管分支情况，先进行目标血管定位，在

红外血管成像仪定位下进行外周留置针穿刺。具体操作步

骤如下：（1）打开红外血管成像仪开关，白光投影在皮肤上；

（2）调节血管成像仪与皮肤之间的距离，当能清晰看到白光

边缘英文字母时为最佳距离；（3）选择适宜的模式，按模式调

节顺序依次为基本模式、深度模式、绿光模式、反转模式，不

同模式呈现血管颜色不同，血管颜色分别为黑色、黑色、绿

色、白色；（4）应用深度模式测量血管深度，当屏幕上红十字

位于血管上时，旁边出现绿色指示灯提示血管深度，1 个绿

格为 2 mm，最多显示 3 个绿格提示血管深度 6 mm，穿刺者根

据血管深度调整进针角度；（5）在目标血管上做标记，穿刺时

可按标记进行穿刺，也可以在血管成像仪光下进行穿刺。

3. 观察指标：观察记录两组静脉穿刺成功例数、穿刺时

间、穿刺部位，其中穿刺成功包括首次穿刺成功、二次穿刺

成功、三次及以上穿刺成功；穿刺部位包括手背、前臂、关节。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 0.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比较：见表 1。

2. 两组患者穿刺时间及穿刺部位的比较：见表 2。

讨论 浅静脉穿刺术是临床护士常用的一项穿刺技术，

是临床给药、输液、输血及抢救的重要途径［5］。但是，患者

常常由于肥胖、药物滥用、瘢痕等多种因素使外周静脉通路

难以建立，传统穿刺方法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反复穿刺，增

加患者痛苦［6］。常规静脉穿刺寻找血管的方法主要有目视

法、触摸法、解剖位置定位法［7］。对于老年患者而言，外周

静脉困难的情况下，这些穿刺方法，即使经验丰富的护士也

无法精确定位血管和了解血管弯曲、分支情况，可能造成穿

表1 两组患者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首次穿刺成功例数 百分率（%） 二次穿刺成功例数 百分率（%） 三次及以上穿刺成功例数 百分率（%）

观察组 80 73 91.25 7 8.75 0 0

对照组 80 35 43.75 25 31.25 20 25.00

  注：首次穿刺成功率：χ2=43.495，P ＜ 0.01

表2 两组患者穿刺时间及穿刺部位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穿刺时间

（min，x±s）
手背 前臂 关节

例数 百分率（%） 例数 百分率（%） 例数 百分率（%）

观察组 80 3.7±1.8 22 27.5 58 72.5 0 0

对照组 80 5.6±3.2 28 35.0 22 27.5 30 37.5

t/χ2 值 4.629 46.920

P 值 ＜ 0.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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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失败，反复多次穿刺，增加了老年患者的痛苦也增加了护

士的穿刺压力。可视化穿刺技术是公认的解决此问题的最

为可靠的方法［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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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外周静脉

置管的成功率。考虑使用近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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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支静脉、静脉迂

曲、可触但不可见的静脉）。两个非随机试验表明，使用近红

外技术可提高外周导管置入的首次尝试成功率［7］。本研究

结果表明，对于外周静脉穿刺困难的老年患者，应用近红外

技术——红外血管成像仪定位，其首次穿刺成功率 91.25%，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43.75%，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43.495， 

P＜0.01）。穿刺时间方面，2016 INS指南提出使用近红外技

术辅助确定进行穿刺的表浅外周静脉部位，并减少置入外周

静脉短导管的操作时间［7］。本研究观察组应用红外血管成像

仪定位目标血管后进行穿刺，其穿刺时间为（3.7±1.8） min，短

于对照组的（5.6±3.2）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29，P＜ 

0.01）。因此，首次穿刺成功率及操作时间均与 2016 版 INS 指

南的研究结果一致。穿刺部位方面，2016 INS 指南提出首选

前臂静脉，可以增加留置时间，减少留置期间的疼痛，有助

于自我护理，并防止意外脱出和栓塞［7］。本研究结果显示，

应用近红外可视化技术定位后，有 72.5% 在前臂静脉进行穿

刺，而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在前臂静脉穿刺仅 27.5%，此外，

当遇到穿刺困难的血管时，手背静脉无法找到血管，只能寻

找关节部位看不见但可隐约触摸到的血管，对照组有 30 例

（37.5%）在手腕或肘部关节部位穿刺，关节部位的穿刺可能

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在没有任何辅助设备情况下，护士常

会首选手背静脉或关节部位穿刺，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手

背静脉及关节部位静脉相对于前臂静脉暴露好且易于穿刺，

护士可以根据经验及血管解剖位置判断，而前臂静脉采用目

视法多不可视，仅依靠触摸确定血管所在位置，限制了护士

首选在前臂静脉穿刺，因此，可视化近红外技术能帮助实现

在前臂静脉穿刺留置外周短导管，延长其留置时间，减少耗

材成本。研究中还发现，红外成像仪定位后做标记，穿刺时

按定位标记的首次穿刺成功率要高于红外成像仪光照下的

首次穿刺成功率。分析其原因，可能与护士的穿刺习惯及进

针手感有关，在光照下穿刺进针影响了护士对进针深浅的把

握，而造成穿刺失败。因例数较少，两者的相关性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表明，应用近红外可视化技术能清楚显示静脉位

置、血管弯曲、分支情况，能够提高外周静脉穿刺困难老年

患者的穿刺成功率，缩短穿刺时间，实现首选前臂静脉穿刺，

延长留置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减少耗材成本支出，减少穿

刺并发症，减轻护士的穿刺压力。因此，近红外可视化技术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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