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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标本溶血原因的分析与相关护理质量管理对策分析 

蔡 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析儿科标本溶血原因的分析与相关护理质量管理对策。方法 统计 200 份我院儿科血

液生化检验标本作为 2021.04——2022.02 研究内容，以随机分组法分出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100 例。常

规组予以常规护理质量管理，实验组予以规范化护理质量管理。整理对比两组儿科标本经检验下标本溶血

发生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检验准确率。结果 相较于常规组，实验组标本溶血发生率更低，P＜0.05。相

较于常规组，实验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检验准确率更高，P＜0.05。标本溶血原因可见穿刺困难、操作不

当、送检不当，其中操作不当发生率最高。结论 造成儿科标本溶血危险因素中操作不当是最常见原因，对

此加强护理质量管理后确保操作规范性可提高减少溶血发生，对策可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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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hemolysis in pediatric samples and the related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200 pediatric blood biochemical test samples in our hospital were 
counted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from April 2021 to February 2022. The routine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The incidence of hemolysis,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uncture and the test accur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hemolysi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one-time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test accuracy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 < 0.05). The causes of hemolysis of samples include difficult puncture, improper operation and improper 
submission for examin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improper operation is the highest. Conclusion among the risk 
factors of hemolysis in pediatric samples, improper operation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and ensur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operation can improve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hemolysis.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reliabl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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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主要是指患者的红细胞破裂，细胞内的物

质进入到患者的血清中，促使人体正常的血清呈现

出一种红色的现象。儿科标本检测溶血现象发生后，

不仅会造成检测结果错误，同时容易延误病情诊断

时间不利于儿科患者及时接受治疗。溶血现象作为

对血液检查中常见的干扰结果因素之一，在做生化

检验项目的过程中便需要谨慎控制检查手段的规范

性。积极探寻儿科标本溶血原因后施以针对性质量

管理措施，可保证技术操作的准确性，从而避免儿

科误诊情况的发生[1-4]。基于此，本统计重点分析了

儿科标本溶血原因，确定相关护理质量管理对策内

容，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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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04——2022.02 期间我院儿科血

液生化检验标本 200 分，以随机分组法分出常规组、

实验组，每组 100 份在开展同类型生化检验中分析

儿科标本溶血原因，开展不同护理质量管理方案。

所有患儿家属均以明确统计目的，自愿签署相关知

情同意书。资料递交伦理委员会，已批准。 
常规组：男 50 例、女 50 例；年龄值 1-10 岁、

平均年龄（5.10±2.35）岁；穿刺采血位置：股静脉

60 例、颈静脉 40 例。实验组：男 52 例、女 48 例；

年龄值 1-10 岁、平均年龄（5.12±2.33）岁；穿刺

采血位置：股静脉 58 例、颈静脉 42 例。基本资料

对比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护理人员按照常规标本检验步骤，清

洁消毒皮肤后，穿刺静脉采血将血液置于采血管内，

及时送检。 
实验组：1.建立规范化护理管理制度，让儿科

标本血液检验工作更具有制度性，严格限制每位儿

科对象的静脉穿刺采血时间、采血量、送检时间，

以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而导致检验结果错误。书写

完整送检登记本、标本采集本，记录时间以及不良

事件发生情况，每次标本送检过程中需由专人负责，

以免送检中样本震荡、磕碰严重造成标本溶血，每

次送检中需要严格核对检查标本。2.加强对护理人

员的技能培训，提升穿刺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准和技

能精准性、规范性，不仅要求穿刺人员需拥有扎实

的基本功外，还应具备实际情况灵活判断能力保证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再者需加强护理人员的学习检

验项目，掌握最近的标本检验要求、知晓不同检验

项目的血液需求量。3.提升标本检验整体护理护理

质量管理考核力度，严格要求每位工作人员的工作

素质，在规范化护理质量管理体系中增加标本采集

的质量控制环节，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力求在问

题未发生之间及时对潜在问题加以整改、反馈，并

将此考核结果和个人绩效挂钩加强护理人员专业能

力提升自主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标本溶血发生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检验准确率。 
1.4 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数据

指标则以（x±s）、（n  %）表示，使用 T 值、

X2 检验，结果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标本溶血发生率 
表 1 中，实验组标本溶血发生率更低，P＜0.05。 
2.2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表 2 中，实验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更高，P＜

0.05。 
表 1 标本溶血发生率比较表（n %） 

组别 例数 溶血发生 总发生率（%） 
常规组 100 33 33.00 
实验组 100 2 2.00 

X2   33.281 
P   ＜0.05 

表 2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比较表（n %） 

组别 例数 一次性穿刺成功 总成功率（%） 
常规组 100 72 72.00 
实验组 100 97 97.00 

X2   23.859 
P   ＜0.05 

 
2.3 检验准确率 
常规组：检验准确 82 例、误检 18 例，总准确

率 82.00%。实验组：检验准确 98 例、误检 2 例，

总准确率 98.00%。可见实验组检验准确率更高，对

比差值 X2=14.222，P＜0.05。 
2.4 标本溶血原因 



蔡静                                                        儿科标本溶血原因的分析与相关护理质量管理对策分析 

- 22 - 

穿刺困难 5 例、占比 15.15%；操作不当 21 例、

占比 63.64%；送检不当 7 例、占比 21.21%。可见操

作不当是导致标本溶血危险因素中发生率最高项

目。 
3 讨论 
临床检验中的标本溶血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所致，例如医护人员操作过程中标本采集负压过

大、穿刺困难、操作不当、检验时仪器转速较高、

送检不当等因素，都会导致人体血液中的红细胞发

生破损，进而导致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逸出，进而

影响最终的检查结果。其中致使儿科标本溶血的风

险因素中穿刺困难、操作不当、送检不当是主要影

响因素。溶血可分为体内溶血、体外溶血两种，且

二者的发生因素常存在着显著的不同[5-7]。进行生化

检验项目时样本发生的溶血现象，极易影响最终的

检验项目结果。故而儿科标本检验工作中，相关工

作人员需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发现导致标本发生溶

血的主要原因，尽可能通过相关护理质量管理对策

的制定和落实，避免溶血情况的发生，确保送检标

本的完整性。采用规范化护理质量管理工作，可保

证静脉血穿刺采集中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避免二次

穿刺造成儿童严重哭闹，防止因穿刺困难造成的溶

血现象。严格提升送检人员、穿刺人员的工作规范

性和职业素质，保证送检中标本的完整性，操作中

技术的规范性，确保针头斜插入真空管内避免针头

直对管低，避免血液流入管内于管底发生碰撞，而

导致血细胞破裂发生溶血[8-12]。强化送检人员的专业

认知，保证标本送检及时、严谨，结果可见，标本

溶血原因中操作不当发生率最高；实验组标本溶血

发生率低于常规组；实验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检

验准确率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分析儿科标本溶血原因后针对性施

治护理质量管理对策，可避免溶血发生提高检测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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