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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游戏护理在小儿静脉输液中的应用 

孔林霞，张秀云*，李素文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研究小儿静脉输液中实施情景游戏护理后产生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2 月接收 60 例静脉输液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二分之一采取基础护理，设定为对照

组；二分之一采取情景游戏护理，设定为观察组。对比两种护理方法产生的效果。结果 观察组输液配合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穿刺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除外观察组家属护理满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儿静脉输液实施情景游戏护理能够提高配合度，改善穿刺疼痛，保证一次性穿刺成功，从而达到患

儿家属护理满意评价，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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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game nursing in children's intravenous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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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ituational game nursing in children's intravenous infusion. 
Methods Selected 60 children who received intravenous infusion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One half received basic 
nursing care and was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Game ca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treatments. Results The infusion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uncture pai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unctu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enario 
game nursing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children can improve cooperation, improve puncture pain, and ensure the 
success of one-time punc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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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进行静脉输液时，年龄较小，自控能力较

低，极容易出现哭闹等行为，拒绝治疗。如果强行

进行静脉输液不仅会影响穿刺效果，还会给患儿心

理造成一定影响，导致发生护患纠纷[1]。患儿具有

自身生理心理特性，静脉输液难度性较大，所以在

对患儿静脉输液护理中，除了做好一般输液护理外，

还需要根据特性做好特殊护理。情景游戏护理是医

院专门为患儿设计的特殊护理方法[2]。将其应用于

患儿静脉输液中，通过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游戏

体验，能够做好患儿心理准备，缓解恐惧等不良情

绪，从而保证输液配合度[3]。此次研究则分析小儿

静脉输液中实施情景游戏护理后产生的效果。详细

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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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2 月接收 60 例静脉

输液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二

分之一采取基础护理，设定为对照组；二分之一采

取情景游戏护理，设定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17（56.
67%）例，女 13（43.33%）例，年龄范围 4 岁到 10
岁，平均年龄 5.28±1.02 岁。观察组男 16（53.33%）

例，女 14（46.67%）例，年龄范围 4 到 10 岁，平

均年龄 5.24±0.97 岁。两组在基础资料上无明显差

异，（P＞0.05）。 
纳入标准：①家属均了解本文研究内容，目的。

②均为静脉输液患儿。③均在 4 到 10 岁。 
排除标准：①沟通困难，精神障碍，意识障碍。

②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损害。③中途退出。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基础护理，观察组实施情景游戏护

理。 
（1）对照组 
护理人员静脉输液前向家属、患儿讲解静脉输

液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 
（2）观察组 
观察组采取情景游戏护理，主要内容： 
①游戏准备护理，和患儿保持良好沟通，采取

患儿感兴趣话题进行交流，提高患儿信任感，建立

良好关系。向患儿介绍医院环境，护理人员等，减

少患儿陌生感。同时做好患儿心理观察，利用玩具、

图书等转移患儿注意力，稳定不良情绪。在输液室、

输液座椅上粘贴卡通人物，吸引患儿，改善对静脉

输液的抵抗心理。 
②情景游戏护理，护理人员带领患儿进行游戏。

游戏配备儿童玩具以及静脉输液有关的医疗玩具模

型。在游戏开始前，利用各种玩具和模型吸引吸引

患儿，并利用充满童趣性语言向患儿介绍医疗玩具

模型使用方法和用途，比如：模仿卡通人物说话方

式。护理人员一对一引导患者模拟进行静脉输液治

疗游戏。将玩偶当作患者，引导患儿对玩偶进行血

压测量、扎压脉带、消毒、穿刺等。游戏过程中对

患儿存在的问题及时解答。游戏结束后及时表扬，

并将玩偶作为奖励物品。情景游戏时间一般为半小

时，避免患儿产生厌烦。游戏结束后，对游戏室和

室内所有玩具模型进行严格消毒。 

③游戏后护理，情景游戏后，护理人员及时和

患儿交流，给予表扬和肯定。并引导患儿说出内心

真实感受。引导患儿回忆游戏过程，转移注意力，

平复情绪。告知患儿情景游戏目的，提高患儿对静

脉输液认知度。 
④静脉输液护理，引导患儿静脉输液。穿刺过

程中，帮助患儿回忆游戏过程，转移注意力。给予

患儿表扬，稳定情绪。输液过程中，加强不良反应

观察，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1.3 观察指标 
根据输液配合度调查表分析两组配合情况。配

合度=（配合+基本配合）/总例数。 
根据疼痛行为评估表分析两组患儿疼痛情况。

主要包括：表情、活动、哭闹、腿部动作、安抚效

果。每项内容 0-2 分，总分为 10 分，分数越高则反

映疼痛越明显。 
分析两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一次性穿刺成功

率=一次性穿刺成功例数/总例数。 
根据家属护理满意评分调查表分析两组家属护

理满意情况。采取百分制，分数越高反映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

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输液配合度 
对照组配合 10（33.33%）例，基本配合 12（4

0%）例，不配合 8（26.67%）例，配合度 73.33%（2
2 例）；观察组配合 13（43.33%）例，基本配合 16
（53.33%）例，不配合 1（3.33%）例，配合度 96.
67%（29 例）。两组配合度（X2=21.363,P=0.001）。

数据显示，观察组输液配合度明显较高，（P<0.05）。 
2.2 分析两组穿刺疼痛情况 
对照组表情（1.56±0.30）、活动（1.20±0.20）、

哭闹（1.28±0.27）、腿部动作（1.23±0.25）、安

抚效果(1.03±0.12);观察组表情（0.76±0.21）、活

动（0.80±0.13）、哭闹（0.57±0.13）、腿部动作

（0.71±0.14）、安抚效果(0.77±0.10)，两组表情（ 
t=11.966,P=0.001）、活动（t=9.185,P=0.001）、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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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t=12.977,P=0.001）、腿部动作（t=9.940,P=0.00
1）、安抚效果(t=9.117,P=0.001)。数据显示，观察

组表情、活动、哭闹、腿部动作、安抚效果评分明

显更低，（P<0.05）。 
2.3 分析两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对照组一次性穿刺成功 25 例，成功率 83.33%；

观察组一次性穿刺成功 29 例，成功率 96.67%，两

组成功率（X2=9.886，P=0.002）。数据显示，观察

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明显更高，（P<0.05）。 
2.4 分析两组家属护理满意评分 
对照组护理满意评分（80.02±1.20），观察组

护理满意评分（90.38±1.78），两组护理满意评分

（t=26.433,P=0.001）。数据显示，观察组家属护理

满意评分明显更高，（P<0.05）。 
3 讨论 
患儿机体发育还未完全，加上心智不成熟，在

陌生环境，对陌生的人、事均会出现焦虑、紧张等

不良情绪，加上感官控制能力较低，对疼痛十分敏

感，会降低静脉输液配合度，降低一次性穿刺成功

率。反复穿刺会影响患儿生理和心理。对于患儿静

脉输液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护理干预，

保证穿刺效果，静脉输液效果。 
情景游戏护理能够有效解决患儿认知问题、心

理问题。通过游戏方式和护理人员建立良好关系，

提高对治疗方法认知度，改善心理状况，从而保证

治疗配合度，保证治疗效果。将情景游戏护理应用

于静脉输液治疗中，通过和患儿进行静脉输液模拟

游戏，能够了解静脉输液流程和目的，同时还能拉

近护患关系，取得患儿信任度[4]。在输液穿刺时，

引导患儿回忆游戏过程，并配合鼓励方式，能够稳

定情绪，提高穿刺配合度。通过情景游戏护理能够

让患儿提前体验静脉输液过程，消除未知恐惧感，

为患儿静脉输液前做好心理准备，从而降低穿刺反

抗行为，将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配合[5]。此次研究

则分析小儿静脉输液中实施情景游戏护理后产生的

效果。结果发现，观察组输液配合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穿刺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一次性穿刺成

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除外观察组家

属护理满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王

会娟[6]等人研究发现和本文研究内容大体相似，将

静脉输液患儿分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和情景游

戏干预。结果发现，采取情景游戏干预后患儿穿刺

过程中疼痛情况、不良事件发生率及穿刺成功率明

显优于常规护理方法。情景游戏护理在小儿静脉输

液护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小儿静脉输液实施情景游戏护理能

够提高配合度，改善穿刺疼痛，保证一次性穿刺成

功，从而达到患儿家属护理满意评价，值得临床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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