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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儿科静脉留置针护理体会
周丽芳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山西  大同  037000）

0　引言

儿科患者发病多为紧急病情，建立畅通的静脉通道是抢

救生命的措施之一，传统的头皮钢针输液法通过静脉给药，

要每天的对静脉进行穿刺，儿童因害怕多不合作，使得穿刺

次数增加，救治工作开展不利。静脉留置针具有良好的柔韧

性和独特的弹性功能 [1-5]，药液外渗的概率大幅降低，穿刺次

数减少，可有效减轻患儿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为临床治疗和

抢救提供便利节省了时间。笔者所在科室采用静脉留置针的

方式对患儿进行给药，治疗过程顺利，临床效果达到预期，

现将儿科静脉留置针的应用和护理总结如下。

1　留置针选注射部位选择

儿科患儿年龄段普遍在 1 个月至 13 岁。小儿静脉留置

针要达到安全有效留置的效果，需要先根据患儿的身体状况、

年龄、血管、病情、所用药物等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再选择

合适的留置部位及血管。原则上宜选择血流丰富、相对粗直、

有弹性、无静脉瓣的血管，要避开关节、宜于固定。较小年

龄的儿童，首选留置针的部位为头皮静脉，对于年长儿，尤

其是大于 4 岁的儿童因首选手背静脉行留置针。原因是幼儿

手和脚都比较小，血管太细，而相对的头部的血管比较明显，

而且头部还没有长硬，在头部扎针相对安全，患儿疼痛相对

比较小。年长儿童头部渐渐变硬，手上的血管比较明显，只

能选择手上扎针 [6-8]。

2　提高注射成功率

2.1　提前准备工作。在操作前，护理人员需用洗手液清洗双

手，或用快速手消毒剂进行消毒。准备棉签、浓度为 2.5% 的

碘酒溶液、75% 的酒精溶液、1 瓶生理盐水、留置针套 3 个 5
号的注射器、止血带 1 条、无菌绷带一卷，放入注射盘内。

对留置针的质量进行检查，针头有无倒钩，套管有无破损现

象。小儿血管具有短、细、浅的特点。在选择好注射部位后，

要取得患儿的配合，如不配合，要做好固定。

2.2　穿刺。备好用品，调整好心态，注射前剪去毛发，彻底

消毒穿刺部位 5-10 cm 范围皮肤。护士取留置针转动针芯斜

面向上，于注射侧或头侧，左手绷紧皮肤固定静脉，右手进针，

在血管上方使针头与皮肤呈 10° -20°角进行穿刺，见回血

后不要急于送针，降低穿刺角度，将针芯往出拉零点二厘米，

避免血管被刺破。再沿血管前行 3-5 mm，持针座将套管送

入静脉内，用左手拇指按压住软针埋入血管部分，撤出针芯。

表浅血管进针要慢，角度要小，留置针相比钢针要具有弹性，

在入皮后可上抬，使留置针有一定弧度缓慢进针，增加穿刺

成功率。如血管情况不佳，见回血后也可固定钢针，送入软管。

没有十分把握，边送管边退钢针极易软管滑出血管外 [9]。

2.3　留置针固定。用 1 cm×10 cm 的小胶布固定针眼部位，

再用透明敷贴做密闭式固定，防止患儿抓脱。胶带不可缠绕

过多，易引起痱子及湿疹。在头部固定胶带时，可将胶带先

对折一下，以免胶带粘住头发，减轻揭开胶带时的痛楚，再

用两条短胶带将延长管固定。小儿四肢的留置针用长形胶布

不能环形加固，要勤观察该肢体的末梢血运 [10-11]。

2.4　封管。封管用于输液结束后，掌握好封管技术十分必要。

封管的目的是使留置针管腔内充满液体，增加管腔内的压力，

防止血液反流，保持畅通的静脉输液通路，避免堵管。若封

管技术恰当，可延长置管的时间，有效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常用的封管液有：生理盐水，用量 4-5 mL，停止输液 1-8 小

时重复冲管一次，要保持正压封管的有效性；稀释肝素溶液，

用量浓度 1-10 U/mL 的稀释液 2-5 mL，抗凝时间是 12 小时

以上，因此每 12 h 进行一次封管。封管时注意要缓慢推注封

管液，如果封管液推入过快，会造成血管内的压力剧增，容

易引起外渗、肿胀等现象。封管过程中先将针头拔出至仅剩

针尖，封管液还有 1-1.5 mL 的时候，一边推一边拔出针头，

确保留置针管内注满封管液 [12]。

2.5　留置时间。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目前无明确的标准，根

据实践经验，临床应用中以 3-5 d 为多，最多不超过 7 d。

3　留置针日常护理

3.1　与家长沟通。对患儿实施置管操作时，需要提前向患儿

家长解释说明置管操作的目、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注意事项，

争取家长理解和配合，将输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家

长，避免家长紧张、情绪失控。留置过程中，叮嘱家长在患

儿玩耍、活动时要注意保护好留置针，保持穿刺部位清洁、

干燥、防止污染、液体外渗等，请他们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以保障治疗安全。

3.2　渗漏。血管选择错误，进针角度过小，固定移位，外套

管没有完全进入血管之内，都可能导致液体渗漏。护理人员

穿刺时应认真仔细选择血管，争取一次穿刺成功，对导管进

行妥善的固定，并且加强观察，发现药物渗漏，立即更换注

射部位 [13]。

3.3　留置针脱管。患儿多动或者留置针固定不到位时，容易

发生脱管现象，因此在穿刺固定后，应尽量避免患儿的头部、

肢体过度活动；避免患儿剧烈哭闹、用手抓掉液体；四肢穿

刺后用固定板进行固定，头皮静脉穿刺后用透明贴固定外，

加用一次性弹力头套辅助固定。脱管发生后，及时联系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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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紧急处理。如果是完全脱管，应该重新对刺穿部位

进行消毒，脱管一部分的，应该先进行消毒处理，再讲留置

针复位，重新固定，等输液结束后再将留置针取出。

3.4　静脉炎。引起静脉炎症的原因有药物刺激性较强、输入

液溶度过高或者静脉内置管时间太长等。表现为穿刺部位出

现红肿、发热，并伴随疼痛。为避免静脉炎发生，须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原则。置管期间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及时更换

无菌敷贴。加强巡视，一旦发现患儿置管处沿静脉走向出现

红、肿、热或苍白状分支现象，要立即停止输液，拔出套管

针；局部发生肿胀的患儿应控制滴速，用 33% 硫酸镁或 75%
乙醇湿敷进行消毒等处理 [14]。

4　结论

静脉留置针操作简单，有利于临床用药和紧急抢救，同

时也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了静脉炎的发生，使静脉输液

更加方便快捷，大大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及护理质量，应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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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手术室护士在进行剖宫产手术时，要准备好术中可能会

用到的抢救物品，例如喉镜、气管导管及吸引器等；在实施

手术时，应将产妇的隐私位置进行适当的遮挡，保护产妇隐私；

进行剖宫产手术时孕妇通常取左侧卧位的体位，目的是预防

压迫腔静脉，因此护士需要在术中严密观察产妇的各项生命

体征，预防“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的发生 [12-13]。对产妇的

生命体征进行实施的监控；在手术中，产妇颈部可能发生酸

麻的感觉，护理人员可以对其颈部进行按摩，定时询问产妇

的需求。缩宫素的使用需要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按照医生

嘱咐进行子宫肌层注射。胎儿被取出的整个进程中，指导产

妇调整呼吸，身体放松，方便将胎儿顺利的取出；及时告知

产妇胎儿的健康情况和性别。术中胎儿被取出前，注意清理

干净手术区，以免胎儿被器械扎伤的情况出现。

剖宫产手术是处理高危妊娠解决难受的重要方法之一。

多年的手术实践证明，在剖宫产术中的护理配合极为重要。

虽然剖宫产手术的术程一般较短，但护理配合得当，不仅能

缓解产妇在手术整个过程中的不良心理，大大缩减手术的时

间，结合术后有效的护理，通常患者可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具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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