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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注意力法在小儿静脉滴注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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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在小儿静脉滴注中采取转移注意力法的临床效果。方法：于2018年1月～12月在本

院门诊选取1000例静脉滴注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500例，采用常规的操作方法对

患儿进行静脉滴注为对照组，除执行对照组的操作方法外，采取转移注意力法对患儿进行静脉滴注为研究

组，对比两组干预效果。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一次、二次、三次静脉穿刺成功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在小儿静脉滴注中采取转移注意力法可显著提升

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提升患儿家属满意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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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ttention Diversion Method in Children Intravenous 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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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iverting attention in infantile intravenous infus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17 to December 2017, 1000 children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nd intravenous infusion was performed by conventional operat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18 to December 2018, 1000 children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In addition 
to the operation methods of the control group, Attention diversion method should also be used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children, and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venipunctu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wo 
and three venipunctu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diverting attention method in infantile intravenous infu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first venipunctur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hildren’s families,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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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小儿机体部分器官仍处于发育阶段，其抵

抗力、免疫力较差，是呼吸道疾病易感人群，若不

尽早采取治疗措施，可能会加重病情或引发多种并

发症，对患儿身体健康、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1]。

静脉滴注是儿科常规治疗方式，其可有效缩短治疗

周期，具有起效迅速、作用效果显著等优点。但因

小儿年龄小、血管较细且发育不完善等，对小儿治

疗依从性造成影响，降低治疗效果。故针对小儿静

脉滴注，需给予一定的干预措施，以提升其治疗依

从性，确保治疗效果 [2]。本研究将转移注意力法用

于小儿静脉滴注操作中，可使患儿在玩乐中轻松配

合护理人员完成操作，在减轻患儿恐惧感与护理人

员心理压力、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以及护理人员的

工作效率中具有显著效果，阐述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于2018年1月～12月在本院门诊选取1000例静

脉滴注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各 500例。对照组男、女各 289、211例，年龄在 6
个月～72个月，均值为 (34.12±1.02)个月。研究组

男、女各276、224例，年龄在6个月～72个月，均

值为 (33.95±1.04)个月。两组基本资料相比无差异

(P>0.05)。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

准 [3]：年龄段在半岁～6岁、经四肢静脉输液患儿；

排除标准：①头皮静脉输液患儿；②患严重心、肺

器官功能不全或危急重症等患儿。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操作方法对患儿进行静脉滴

注，即仅家属陪伴与哄逗；不固定穿刺人员，即每

日由正常当班护理人员常规进行静脉滴注。研究组

除执行对照组的操作方法外，还需采取转移注意力

法对患儿进行静脉滴注，在静脉滴注之前以简单明

了的语言向小儿家属介绍转移注意力法的操作方 
式 [4]，使用自制的玩乐式注意力吸引仪播放小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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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喜爱的歌曲、动画等转移患儿注意力，并在穿刺

时家属应陪伴小儿，配合医生约束小儿四肢，充分

暴露小儿肢体部位血管；在静脉穿刺中，护理人员

应态度和蔼、动作轻柔、技术精湛；输液过程中应

注意加强巡视，观察有无输液反应，输液速度的快

慢，局部有无肿胀等。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穿刺成功率，穿刺成功标准：一针见

血、进针不见回血经退针后重新穿刺有回血者或尝

试点滴静脉输液通畅者，计为 1次穿刺成功，反之

为失败。使用本院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两组家

属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该调查问卷满分 100分，最

终得分在 80分至 100分之间则代表满意度高；最终

得分在 60分至 79分之间则表示满意度一般；最终

得分小于60分则代表满意度低。本次研究将满意度

高归纳为总满意度，总满意度 = 满意度高 / 总例数

*100.00%。发放至各位家长手中，全部收回。

1.4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 20.0系统计算数据，x±s表达计量数

据，选择 t检验，%表达计数数据，选择χ2检验，两

组数据存在差异以P<0.05表达。

2结果

2.1两组静脉穿刺成功率对比

研究组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二次静脉穿刺成

功率、三次静脉穿刺成功率92.80%、6.80%、0.40%
与对照组83.60%、12.00%、4.40%对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对比两组静脉穿刺成功率 [n(%)]

组别 n 一次静脉穿刺
成功率

二次静脉穿刺
成功率

三次静脉穿刺
成功率

研究组 500 464(92.80) 34(6.80) 2(0.40)

对照组 500 418(83.60) 60(12.00) 22(4.40)

χ2 - 20.331 7.938 17.077

P - <0.05 <0.05 <0.05

2.2两组家属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家属满意度97.80%对照组85.80%，差异

显著 (P<0.05)。见表2。

表2　对比两组家属满意度 [n(%)]

组别 n 家属满意度

研究组 500 489(97.80)

对照组 500 429(85.80)

χ2 - 47.824

P - <0.05

3讨论

静脉滴注是小儿临床治疗较为常见的一种给药

途径，在小儿静脉滴注中，需依据静脉滴注相关护

理原则给予护理干预，促使小儿顺利完成相关输液

治疗。针对小儿而言，能否顺利配合完成操作，与

医疗服务质量甚至医院声誉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将直接影响医患关系和谐，对患儿身心健康带来严

重影响 [5]。

目前国内外已有报道转移注意力法应用于小儿

静脉输液的研究结果，本文通过转移注意力法分散

患儿对注射操作的注意力，便于患儿在穿刺过程中

观看感兴趣的动画片、音乐等，使患儿在玩乐中轻

松配合护理人员完成各类注射操作，减轻患儿对各

类注射的恐惧感和护理人员心理压力，减缓家属在

小儿就医过程中的紧张、焦虑情绪，提高一次穿刺

成功率和护理人员工作效率；同时还可有效减轻护

理人员心理压力，节省护理人力资源，提高护理人

员工作效率，以此为医务人员与患儿营造一个轻松、

和谐、愉快的医疗服务环境，促进患儿身心健康，

不断提升儿科的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护患满意度 [6]。

本文研究得出，对比对照组，研究组一次穿刺成功

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将转移注意力法应用于小儿静

脉滴注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优势，可使一次穿刺

成功率显著上升，促使患儿对静脉滴注治疗更为配

合；同时研究显示，研究组患儿家属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表明将转移注意力法应用于小儿静脉滴注中

可提升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对患儿静脉

滴注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在小儿静脉滴注中采取转移注意力

法，可增加患儿配合度，提升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

提高护患满意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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