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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部分三甲医院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
发展现状的调查
王蕾 孙红
【摘要】

关欣
目的

聂圣肖

调查全国部分三甲医院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的发展现状。 方法

采用中华护理学

会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设计的枟 全国三甲医院静脉治疗护理现状调查问卷枠，于 ２０１３ 年 ３—５ 月便
利抽取全国 ２７ 个省市 １４７ 家医院共 ５８４ 个科室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全国 １３５ 家三甲医院成立了静脉

治疗小组，占 ９１．
８％。 各科室护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者之比在肿瘤科、普外科、血液

科、新生儿科最低中位数已达到 １∶
０．
０５，各科室护士数与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的护士数之比最低中位
数已达到 １∶
０．
０６９；２２．
７％ ～３５．
４％的科室能独立操作 ＰＩＣＣ 的护士数大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

格的护士数，１０．
１％ ～１６．
８％的科室存在“ 能独立操作 ＰＩＣＣ 的护士数小于经过培训且考核合格者”。
结论 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质量上仍暴露出一些不足，如无证上岗或无法胜任
等。 有必要规范静脉治疗护士的培训与考核标准，统一资质认定，并合理配备静脉治疗护士，制定并完
善相关政策，以促进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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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治疗是临床最常用、最直接有效的治疗手
段之一。 随着静脉治疗工具、药物配置、辅助装置等
的不断革新，静脉治疗已从一项单纯的护理技术操
作发展成为涉及多学科、多层面的知识与技能。 静
脉治疗在为患者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存在技术风险
及护理安全隐患。 建立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以促
进静脉治疗的科学化发展至关重要。 本研究旨在了
解全国三甲医院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发展现状，为
制定静脉治疗规范和管理办法提供依据和参考。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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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
调查对象：２０１３ 年 ３—５ 月由中华护理学会静
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其所在省（ 市、自治
区）便利抽取三级甲等医院进行问卷调查。 每家医
院便利抽取肿瘤科、血液科、普外科、新生儿科进行
调查。 本研究共调查了全国 ２７ 个省（ 市、自治区）
１４７ 家医院共 ５８４ 个科室，其中肿瘤科 １６２ 个，血液
科 １３８ 个，普外科 １６２ 个，新生儿科 １２２ 个。
２．
方法：采用中华护理学会静脉治疗护理专业
委员会设计的枟 全国三甲医院静脉治疗护理现状调
查问卷枠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调 查 问 卷 包 括 ２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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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医院整体静脉治疗护理现状：包括医院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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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ＰＩＣＣ 专业化队伍建设现状：１４７ 家医院各科

情况、静脉治疗小组成立情况、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培训
和考核等。 每家医院完成 １ 份，由对医院静脉治疗
非常了解的护理管理者，最好是静脉治疗小组负责

室 ＰＩＣＣ 专科队伍的分布见图 １ ～３。 由图 １ 可见，

人填写。 （２） 医院相关科室静脉治疗护理情况：包

低中位数已达到 １∶
０．
０５。 由图 ２ 可见，各科室护士

护士人数、经过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并考核合
格的护士人数。 每科室完成 １ 份，由被调查科室内

数已达到 １ ∶０．０６９。 图 ３ 显示， 在排除没有 “ 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的护士”和“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护

括各科室护士总人数、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操作技术的

的护士长或对科室静脉治疗非常了解的护士填写。
３．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包，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率（％） 进行描述，组间比较
采用 χ 检验。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绘制箱图来描述各科
２

室 ＰＩＣＣ 专业化队伍的分布情况，应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绘

制条形图对各科室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操作技术的护
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
的护士 数 进 行 比 较。 P ＜０．０５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各家医院科室护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
合格者之比在肿瘤科、普外科、血液科、新生儿科最
数与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的护士数之比最低中位

士”的科室后，共 １４１ 个科室存在“ 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操作技术的护士数” 多于“ 经过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
能培训并考核合格护士数”，占 ３２．
２％；５５ 个科室存
在“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操作技术的护士数” 少于“ 经

过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护士数”，
占 １２．
６％。

意义。
结

果

１．
医院基本情况：本研究共调查了全国三甲医
院 １４７ 家，其中 １２２ 家医院床位数在 １ ０００ 张以上，
占 ８３．
０％；５００ ～１ ０００ 张 ２３ 家，占 １５．
６％； ＜５００ 张
２ 家，占 １．
４％。
２．
静脉治疗小组成立情况：在 １４７ 家医院中，有

图1

科室护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护士数的比值

１３５ 家 医 院成立了静脉治 疗 小 组， 占 ９１．８％。 与
２００８ 年北京护理学会调查的北京地区 ４７ 家医院中
３６．２％ （ １７ ／
４７ ） 家 医 院 建 立 了 静 脉 治 疗 小 组 比
［３］
２
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６５．
０６，P ＜０．
０１）。
３．
静脉治疗护士培训与考核情况：１４７ 家医院

中，１４５ 家 医 院 ＰＩＣＣ 置 管 操 作 由 护 士 完 成， 占
９８畅
６％。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需要经过的培训与考
核层面见表 １。

表 1 １４７ 家医院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情况
调查项目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培训内容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

医院数

百分率（ ％）

１４３

９７．
３

静脉输液技能培训

５９

４０．
１

基础护理技能培训

３６

２４．
５

２

１．
４

省（ 市） 级护理学会

１１８

８０．
３

医院内

其他

图2

科室护士数与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护士数的比值

ＰＩＣＣ 培训考核组织单位
１０３

７０．
１

中华护理学会

８０

５４．
４

科室

４５

３０．
６

图3

其他

１６

１０．
９

识与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护士数” 的比较

“ 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操作技术的 护士数” 与“ 经过 ＰＩＣＣ 专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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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治疗已逐步走向专业化：静脉输液治疗小
组是提供标准化护理和最佳实践的专业输液治疗团
［１］
队 ，可以承担多种职责，包括负责临床护士静脉输
液相关培训、静脉输液相关的质量检查、ＰＩＣＣ 穿刺、
科研、输液并发症的会诊、输液相关新产品的推广
［２］
等 ，能更加有效地完成输液治疗并降低费用和减
少并发症。 静脉输液小组的建立，将有利于临床输
［ ２］
液工作的开展，推动静脉输液专业化的发展 。 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９１．
８％的三甲医院已经建立
［３］
了静脉治疗小组，高于李春燕等 ２００８ 年对北京市
４７ 家医院仅有 ３６．２％成立了静脉治疗小组的调查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０．
０５）。 由此可见，随
着静脉治疗药物的发展、工具和技术的革新，静脉治
疗的专科化已成为临床护理实践发展的策略和方
向，众多医院管理者已认识静脉输液治疗小组在提
高静脉治疗品质、促进专科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因此，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静脉治疗护士的资质认定有待统一：静脉输液
专科护士资格的认证是护理专业化的一个体现，是
与国际静脉输液护理专业发展水平接轨的一个标
［４］
志 。 培训与考核是专科护士资格认定的条件之
一。 本研究显示，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需要经过的培
训与考核层面不尽统一。 在培训内容上，９７．
３％的
医院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经过了 ＰＩＣＣ 专业知识与技
能培训，说明护理管理者已就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
训是专科护士胜任力的基础达成了共识。 然而，仅
４０．
１％的医院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需要经过“静脉输
液技能培训”，２４．
５％的医院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人员需
要经过“ 基础护理技能培训”，１．
４％的医院 ＰＩＣＣ 置
管操作人员需要经过其他方面的培训。 可能是由于
护理管理者认为，无论是专科护士还是普通护士，都
必须掌握静脉输液技能与基础护理技能，ＰＩＣＣ 专科
护士是否有必要经过静脉输液技能与基础护理技能
的培训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美国，ＰＩＣＣ 专科护
士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培训：（１） 普及教育的
课程：ＰＩＣＣ 技术的理论，包括解剖、生理、病理、药理
等方面的医学基础知识；ＰＩＣＣ 的操作、日常维护、问
题处理。 （２） 经济效益：计算患者住院期间需消耗
多少个留置针才可代替 ＰＩＣＣ，护士花费在患者 ＰＩＣＣ
上的时间、劳动、材料等成本与产生的效益。 （３） 质
量控制：包括 ＰＩＣＣ 置管的成功率、ＰＩＣＣ 并发症的发
生率等。 （４） 感染控制。 （５） 人员分配：ＰＩＣＣ 护士
［ ５］
的配置、与相关科室的联网与沟通等 。 由此可见，

· ３ ５４３·

在培训内容上，我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
国情的不同，如何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静脉治疗护
士培训大纲有待于规范和统一。 考核不仅是检验教
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检验是否具备专科技
能资质的依据。 本研究显示，各医院对 ＰＩＣＣ 专科护
士培训的考核层面要求较为混乱，在一个医院内部，
ＰＩＣＣ 的培训考核同时存在多个层面，各医院自成体
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与目前我国尚无静脉治疗
护士统一的考核标准有关。 此外，考试作为 “ 指挥
棒”，直接指引着静脉治疗护士培训的方向。 在考核
层面混乱的情况下，静脉治疗护士培养的质量也会
参差不齐，这将直接影响静脉治疗护士为患者提供
专科护理服务的质量。 因此，极有必要统一静脉治
疗护士的考核与认证方法，以促进专科护理的健康
发展。
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得到了不断壮大：１９９９ 年
中华护理学会成立了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随
后少数大规模医院成立了静脉输液小组，设立了静
［６］
脉输液门诊 。 ２００９ 年，北京护理学会在北京率先
开办首届 ＰＩＣＣ 专业技能资质培训班。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各科室护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
者之比在肿瘤科、普外科、血液科、新生儿科最低中
位数已达到 １∶
０．
０５，即至少平均每 ２０ 名护士中即有
１ 名护士经过了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各科室
护士数与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的护士数之比最低
中位数已达到 １∶
０．
０６９，即至少平均每 １５ 名护士中
即有 １ 名护士能独立进行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操作。 由
此可见，静脉治疗专业化护士队伍近年来得到了飞
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在肿瘤科，护士数与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者之比、护士数与能独立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 的 护 士 数 之 比 分 别 高 达 １ ∶０．１１５４ 和
１∶
０．
１５１，即每 ８．７ 名护士中就有 １ 名护士经过了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每 ６．
６ 名护士中就有 １
名护士能够完成 ＰＩＣＣ 技术操作。 这可能是由于肿
瘤科患者多为长期输液患者，且多接受化疗。 由于
化疗药物本身的化学性及高浓度等对血管的刺激，
极易造成浅静脉的损害，甚至造成浅静脉变硬、局部
疼痛等，因此肿瘤科患者面临着更多的静脉问题。
ＰＩＣＣ 不仅可以减少患者因反复穿刺而带来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化疗药物对外周静脉的破坏和
［７］
局部组织的刺激，保证化疗过程顺利地完成 。 因
此，ＰＩＣＣ 在肿瘤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经过 ＰＩＣＣ 专
科培训与独立操作的护士数也相应较多。
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发展参差不齐：（１）３０％左
右的科室存在“ 无证上岗” 现象。 图 ３ 显示，２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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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４％的科室能独立操作 ＰＩＣＣ 的护士数大于经
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护士数，即部分护士
并没有经过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与考核合格，但却能独立
操作 ＰＩＣＣ。 也就是说，３０％左右的科室存在“ 无证
上岗”现象。 由于 ＰＩＣＣ 技术对置管及日常维护实施
者的解剖知识、导管相关知识、无菌观念、操作技巧
等方面的要求都很严格，操作者本身的理论知识及
操作技能是 ＰＩＣＣ 护理质量的保障，因此在置管及日
常维护中都需要由经过专业培训并符合 ＰＩＣＣ 护理
［ ８］
资质标准的护士来实施 。 如果操作者未经过专业
培训，则 ＰＩＣＣ 置管术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分析原因为：我国目
前对 ＰＩＣＣ 置管技术操作者并无上岗条件或资质的
相关规定或要求，一些护理管理者可能由于科室护
士人力资源紧缺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未选派护士参
加相关的培训；也有可能是部分护理管理者在思想
上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通过“师傅带徒弟” 或厂家
讲解，护士了解置管流程后，勤加练习，就能胜任此
项操作，无需经过专门的培训。 另外，即使经过专门
的培训并考核合格，但在医疗机构内部，静脉治疗护
士的职称晋升、奖金分配、绩效考核等并未与之挂
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了护士参加专科培
训的积极性。 （２） 部分科室存在“ 虽经过培训且考
核合格 但 却 不 能 独 立 操 作” 的 现 象。 图 ３ 显 示，
１０畅
１％ ～１６．
８％的科室存在“能独立操作 ＰＩＣＣ 的护
士数小于经过培训且考核合格者”，这意味着部分护
士虽经过了 ＰＩＣＣ 专科培训且考核合格，但却无法胜
任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 分析原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制定
统一的 ＰＩＣＣ 专科护理领域的培训大纲，对培训时
间、培训方式、培训内容、考核方式等都没有相关要
求。 而 ＰＩＣＣ 是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目前的培训方法
往往多采用课堂纯讲授方法，这种“ 灌输式” 的教学
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护士传授较多的 ＰＩＣＣ 相关
理论，保证了 ＰＩＣＣ 知识“量”的要求，但却在“ 质” 上
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部分培训机构虽安排了临床
实践培训，但由于对带教师资、带教形式等都没有要
求，护士在临床实践中，多以观摩为主，缺乏亲自动
手的机会；或得不到 ＰＩＣＣ 置管专家的指导，带教老
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护士根本未能独立在患者
身上成功完成 ＰＩＣＣ 置管操作，却考核合格，因此在
临床实际工作中无法胜任。
建议：（１） 明确静脉治疗小组的工作职责。 目
前，虽然我国大多数三甲医院成立了静脉治疗小组，
但由于护理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受到护理专业发展
模式等因素的限制，目前国内医院还很难组建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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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的静脉输液治疗小组，静脉输液治疗小组成员
存在着本职与兼职工作时间无法合理分配的问题，
其主要工作内容是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知识的系统培
训，静脉输液操作流程的制定等工作，并非全院所有
ＰＩＣＣ 置管全部由静脉输液治疗小组成员完成，静脉
［１］
输液小组的建立仍处于探索阶段 。 因此，明确静
脉治疗小组的工作职责，使其充分发挥其职能，对于
提高静脉治疗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２） 建议卫生
行政部门制定统一的静脉治疗护士培训大纲与考核
标准，规范静脉治疗护士的资格认证。 对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培训师资、考核形式、考核内
容、考核标准制定统一的规定，设立专门的静脉治疗
护士资格认证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静脉治疗护士
资格认证标准，规范资格认证流程，保障患者及置管
护士的安全，提升静脉治疗品质。 （３） 制定静脉治
疗护士的人力配备标准。 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得到
了飞速的发展，如果不合理规划静脉治疗队伍的发
展速度，将势必造成培训师资、经费等的浪费，也将
使得静脉治疗护士在有限的资源下，得不到充分的
锻炼机会，进而阻碍静脉治疗的科学化发展；如果配
备过低，将造成供不应求，无法满足临床的需要，影
响对患者服务的质量。
静脉治疗作为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
业化发展进程越来越受到关注。 近年来，全国静脉
治疗专业化队伍发展不断壮大，但在质量上仍暴露
出一些不足，如“无证上岗” 或无法胜任等。 静脉治
疗专业化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静脉治疗相关的政策
有待于制定，只有这样，静脉治疗专科领域才能健康
发展，进而与国际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化发展接轨。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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