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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静脉输液中的应用

李会敏,蔡摇 娟,蔡荣兰,张翠英,张启月

[摘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静脉输液的影响。 方法:将 100 例输液治疗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
2 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和护理,观察组同时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包括环境干预、心理干预、静脉输液前干预、静脉穿刺前干预、输
液过程中干预、拔针与按压穿刺点干预。 比较 2 组穿刺成功率、输液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和护患纠纷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患

儿护理满意度、输液依从性和穿刺成功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而 2 组护患纠纷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输液穿刺成功率,减轻患儿痛苦,提升家长满意度及患儿输液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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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nfants
and children receiving intravenous therapy

LI Hui鄄min,CAI Juan,CAI Rong鄄lan,ZHANG Cui鄄ying,ZHANG Qi鄄yu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intravenous therapy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Methods:One hundr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n = 50 in each). Both groups
were administered the routine therapy and nursing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dditional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interventions before intravenous infusion, before
venipuncture,during and after the infusion. The success rate of venipuncture,the patients忆 compliance in receiving the infusion therapy,
their satisfaction to the nursing care and incid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nurses and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satisfaction to the nursing care,compliance and success rate
of venipuncture(P < 0. 05 to P < 0. 01);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receiving intravenous therapy can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venipuncture,alleviate the patients忆 suffering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Key words] intravenous infusion;nursing intervention;infants and children

摇 摇 静脉输液是儿科治疗中常用的给药方法,治疗

患儿疾病快速有效,也是护理操作的基本功[1]。 临

床上各种原因会导致患儿输液过程中出现种种问

题,如重复穿刺、静脉炎、药物外渗、输液速度过快或

过慢、患儿静脉穿刺或输液时哭闹不安,进而导致家

长的不配合、对护理不满意等,引起护患纠纷。 针对

此类问题出现原因,采取有效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取得医患都满意的效果。 现将

综合护理干预在我科静脉输液患儿中的应用情况作

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科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输液治疗的 10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 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2 ~ 10. 5 岁,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2 ~ 10. 3 岁,在常规护理同时给予

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2 组患儿住院期间由家长照

顾,均为域、芋级护理。 2 组患儿性别和年龄均具有

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护理方法摇 给予儿科常规的输液护

理,输液前解释、穿刺护理、输液中病情观察等。
1. 2. 2摇 观察组护理方法摇 在常规护理同时给予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包括:(1)环境干预,病区墙

壁粘贴小儿喜欢的各种多彩卡通图画;热情接待入

院的患儿及家属,耐心做好入院宣教和必要的心理

沟通,共同营造温馨、和谐、舒适的就医环境,消除小

儿对陌生人和环境的恐惧心理,有利于患儿治疗的

顺利进行。 (2) 个性化心理干预,观察患儿接受治

疗时的反应及面部表情,采取不同的心理干预方法。
外向型患儿听到赞扬后会表现得更加勇敢、自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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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因此对这类患儿我们多

采取正面夸奖的方式;内向型患儿看到护士就会害

怕,哭闹不安,针对这类患儿,我们则积极安抚,不断

赞扬和鼓励,以减轻患儿对护士的恐惧;此外还选择

一些输液中能很好配合的患儿做示范,以消除他们

的心理障碍。 (3)静脉输液前干预,主动与患儿及

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注意良好的语言修养,与患儿

交谈时应态度诚恳、和蔼、耐心,以减轻患儿对医护

人员的陌生感,尽量避免不利于患儿情绪的各种刺

激。 向家长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输液目的、药液性

质,输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有些药物可能

出现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做到有沟必通。 (4)
静脉穿刺前干预,穿刺室的墙壁和门上装饰有小动

物的贴画,可转移患儿的注意力,减轻紧张情绪;准
备各种颜色的贴画和患儿喜欢的玩具,同时给予鼓

励表扬,并承诺穿刺时如能好好配合,则会奖励一个

贴画,或者小礼物等,从而提高穿刺成功率。 (5)输
液过程干预,给患儿选取舒适体位,解释保护穿刺部

位固定的重要性,放映儿童歌曲或动画片,转移儿童

注意力。 更换液体时,对患儿进行信息核对,询问患

儿姓名,并再次核对患儿手上腕带等进行身份识

别[2],无误后更换液体,签巡视卡,告知不能擅自调

节输液滴速,观察输液部位是否渗出。 (6)拔针与

按压穿刺点干预,先用 0. 9% 氯化钠注射液棉签湿

润胶布,减少去除胶布时疼痛,关闭输液器,右手拇

指和示指捏紧针柄,左手棉签轻压针眼上方,迅速拔

针。 嘱家长在正确的压迫点按压 5min 左右,避免血

液渗出[3],忌揉搓穿刺处。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患儿静脉穿刺成功率、输液依从性和护

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而 2
组护患纠纷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3摇 讨论

摇 摇 静脉输液是儿科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之一。 由

于患儿的血管细、管壁薄,穿刺时较为困难;如果多

次操作不当引起小儿哭闹不安,还可能引发家长情

绪的变化,导致护患矛盾发生,给治疗带来一定的负

面影响。 临床上往往选择较粗且不易被患儿扯拉位

置的血管进行穿刺,并可给予必要的固定。 因此,合
适的静脉选择是降低穿刺次数、减少患儿痛苦的最

佳方法。

摇 表 1摇 2 组患儿静脉穿刺成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输液依

从性和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穿刺

成功率

护患

纠纷

输液

依从性

护理

满意度 / 分

观察组 50 48(96. 0) 1(2. 0) 40(80. 0) 94. 33 依 2. 51

对照组 50 40(80. 0) 6(12. 0) 18(36. 0) 87. 69 依 1. 82

合计 100摇 88(88. 0) 7(7. 0) 58(58. 0) —

字2 — 6. 06 2. 46 19. 87 15. 14*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摇 摇 除此之外,护理中积极采取综合干预措施,通过

保持病区清洁、病区墙面粘贴卡通图画等干预环境

的措施,尽量给患儿及其家长营造出“家冶的氛围。
学龄前儿童自控能力和认知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存在害怕甚至对抗输液的行为,对输液治疗的依从

性比较差,常常使输液治疗难以顺利完成,影响治疗

效果和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增加护理工作

量[4]。 所以,针对不同性格的患儿可采取不同的心

理干预方法。 对于外向型患儿,给予积极的赞扬,正
面夸奖。 对内向型患儿,给予积极安抚,穿刺时转移

其注意力,以最快速度完成操作。 静脉输液前和输

液时与患儿及其家长做好充分沟通,穿刺成功后不

论患儿表现如何均给予赞扬和奖励。 输液过程中,
让患儿听音乐、故事等转移注意力。 输液过程中加

强巡视,注意观察滴速,针头或输液器有无渗漏,针
头有无脱出、阻塞或移位,输液管有无扭曲、受压。
注射局部皮肤有无肿胀、疼痛。 有些药物如甘露醇、
去甲肾上腺素等外渗会引起局部组织坏死,如发现

上述情况,应立即停止输液并通知医生予以处理。
密切观察患儿有无输液反应,如患儿出现心悸、畏
寒、持续咳嗽等,应立即减慢或停止输液,并通知医

生,及时处理。 每次巡视后,应记录在输液巡视卡或

护理记录单上。 随时发现、解决输液中的问题,如滴

液不畅,针头斜面紧贴血管壁时可调整针头位置或

适当变换肢体位置;若压力过低可抬高输液瓶位置;
静脉痉挛用热毛巾敷在注射部位上端血管。 还应对

滴管内液面过高或过低、滴管内液面自行下降等问

题进行处理。 根据病情、年龄、药物性质严格控制输

液滴速,滴速过快易引起心衰,有些药物滴速过慢达

不到治疗效果。 在拔针和按压环节仍然精心护理,
做到快速拔针,指导家长正确按压针眼局部 5 min
左右。 有研究[5]得出结论:静脉输液拔针后持续按

压时间必须超过 5 min 才能有效减少皮肤出血和皮

下瘀血的发生。护理干预对患儿的影响较为明显,
(下转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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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躯体疾病或衰竭而死亡[8]。 由于痴呆综合征

疾病复杂,目前没有对痴呆综合征的特效治疗方法

和药物[9],是通过针灸、中药或改善神经传递的西

药等来刺激脑细胞,缓解患者的病情。 但是临床实

践发现,正确有效的护理干预对痴呆综合征的病情

缓解更加有效。 可通过多种护理手段使患者的身心

得到有效恢复或减缓患者的功能衰退速度,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 同时加以药物辅助,使得患者的脑细

胞更加活跃,改善痴呆综合征病情。
痴呆综合征患者的情绪及性格往往会出现改

变,如表情淡漠、少语、焦虑、抑郁、恐惧或欣快等情

绪,有时性格出现反向变化。 我们认为在痴呆综合

征患者的护理过程中,除了给予常规护理外,要十分

注意患者心理情绪和性格的改变,及时给予心理疏

导,减轻不良心理情绪对疾病的影响。 另外,不同的

痴呆综合征患者会存在不同的认知障碍,在护理过

程中要注意根据不同患者制定恰当的个案护理计

划,体现护理个体化及针对性。 在个案护理的过程

中,要对患者日常生活技能、表达能力、记忆、逻辑思

维和认知等方面进行训练,最大限度恢复患者日常

生活能力,提高其生存质量。 我们探讨个案护理管

理计划对痴呆综合征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显示,观
察组出院时的主要护理问题:不知饥饱、躁动不安、
激越、昼夜颠倒和便秘等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观察组出院时 ADL 评分降低程度

高于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出院时 WMS 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P < 0. 05) 。 由此可见,个案护理能

够明显减少痴呆综合征患者的主要护理问题,提高

护理效果及患者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痴呆综合征患者的照护工作要求护

士及其照顾者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患者进行悉

心照料,对患者的躯体、心理和生活进行全面的护

理。 采用个案护理的方式提高痴呆综合征的护理质

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延缓疾病进程和提高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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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患儿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大,但临床上综合

护理干预对患儿静脉输液情况的影响研究相对较

少,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6]。 本研究通过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有效改善了穿刺成功率和患儿输

液依从性,同时也得到家长的认可,护理满意度明显

提高。 此外,医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护理人员

进行定期培训,如学习药品使用说明、交流临床输液

护理经验心得等,从而提高护理人员整体素质,保障

临床输液安全性[7]。
总之,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十分重要,可减少

患儿的穿刺痛苦,增强患儿输液依从性,取得家长对

护理工作的支持和配合,降低护患纠纷,保证患儿静

脉输液的顺利完成,促进患儿疾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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