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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护理对住院骨折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孟继红 1 、 洪　晔 2 、 严缘园 2 、 吉冬梅 2 、 周林林 2 、 刘　艳 1

【摘要】目的　研究 PDCA 护理对住院骨折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收治的 126 例住院骨折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各 63 例。对照组病人实施骨科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整个过程进

行 PDCA 护理。护理前后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及护理的满意度进行对

比。结果　护理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 SAS 和 SDS 评分相比较，研究组得分明显较低（P< 0.05）；术后 1h 两组

患者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术后 24、48、72h 与对照组相比较，研

究组 VAS 评分均明显较低（P< 0.05）；与护理前相对比，两组护理后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分均有明

显升高（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病人相对比，研究组评分显著较高（P< 0.05）；研究组患者护理总

的满意度（82.5％）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满意度（65.1％）（P< 0.05）。结论　PDCA 护理能够使住院骨折

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得到明显改善，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同时能够使住院骨折

患者的疼痛感得到有效减轻，促进患者康复，并且可以使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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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DCA nursing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inpatients with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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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DCA nursing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inpatients with fracture. 

Methods　12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fracture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3 to Februar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63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DCA cycle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P<0.05）；postoperative 1H VA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had 

no obvious difference（P>0.05）. And after 24h，48h and 72h after nursing ca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group V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after nursing both the 

two groups 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and c the research group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82.5％）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65.1％）（P<0.05）. Conclusion　Hospitalized fracture 

patients with anxiety，depression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treated with PDCA nursing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PDCA nursing can also be more effectively to reduc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 and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and make the patient to nursing satisfactio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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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院骨折患者来说，骨折的疼痛感、对疾

病的担心以及后期恢复时的功能锻炼，都会困扰患

者，出现焦虑、抑郁及恐惧等负性情绪，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阻碍患者术后的康复治疗。 ［1］。PDCA 

循环是按照计划、实施、检查、处理的顺序进行质

量管理，是从事持续改进所应遵行的基本步骤，是

质量管理的一种基本方法［2］。PDCA 循环在护理管理

中也同样可以应用，该护理强调的是护士及医生等

全体工作人员全部参与到护理工作中 ［3］。本研究主

要探讨 PDCA 护理对住院骨折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择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收治的住院骨折患者

126 例，其中男 69 例，女 57 例；年龄 28～79 岁，平

均（49.6±6.5）岁。按随机数表法将病人分为对照组

和研究组，各 63 例。纳入标准：①所有病人均经 CT

确诊为骨折；②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且愿意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病

史；②严重慢性疾病患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比

较没有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进行骨科手术前对照组住院骨折病人实施骨科

常规护理，针对患者出现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开展护

理措施。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上

对整个过程进行 PDCA 循环管理，具体过程如下。

（1）计划阶段（Plan）：责任护士对住院骨折患者的

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对病人疼痛的动态状况进行全

面掌握，为医生用药提供依据。在骨科手术后对患

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健康宣教工作及疼痛干预措施，

并根据每位骨折患者不同的疼痛程度对疼痛管理流

程进行针对性制定，并与主治医生对方案可行性进

行探讨，及时改进不足的地方。（2）实施阶段（Do）。

骨科手术前向住院骨折患者发放术后疼痛宣教手册，

并传授患者及家属评估疼痛的方法，同时对患者心

理状况进行评估。骨科手术后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

根据术后每位患者不同的疼痛程度进行相应的用药

及护理，轻度疼痛者可通过冷敷等措施改善疼痛状

况，缓解负性情绪；采用弱阿片类或非甾类药物对中

度疼痛的骨折患者进行镇痛；采用强阿片类及非甾类

物质对重度疼痛者进行治疗。（3）检查阶段（Check）：

护士长通过病例抽查方式检查住院骨折患者负性情

绪及疼痛护理的落实情况，每周定期召开住院骨折

患者管理小组会议，由主治医生及护士长总结反馈

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疼痛管理效果，从而对下一步计

划进行制定。（4）处理阶段（Action）：责任护士根据

会议反馈结果，寻找护理管理中不足之处，针对问

题持续改进。

1.3　评价标准

（1） 焦 虑 和 抑 郁 情 况：采 用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4］评价。（2）采用视

觉模拟评分法（VAS）［5］对患者疼痛进行评价：疼痛

程度用 0～10 分表示，无痛 0 分，轻度疼痛 1～3 

分，中度疼痛 4～6 分，重度疼痛 7～10 分。（3）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状况：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

表（HPLP-II），共含 6 个维度，52 个条目，分值

52 ～208 分，病人生活质量越高，得分越高。（4）护

理满意度的评价：记录患者护理后满意、较满意、不

满意的例数，护理满意度 =（满意 + 较满意）/ 患者

数，并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

护理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的 SAS、SDS 得分没有

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得分均降低，且与对照组 SAS 和 SDS 评分相比较，

研究组得分明显较低（P<0.05）。见表 1。

表1　护理前后两组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63 69.81±2.98 41.62±4.72 68.71±4.13 42.74±3.10

对照组 63 68.68±3.12 53.52±4.91 67.14±2.96 52.91±2.87

t 1.279 2.583 1.381 2.813

P 0.254 0.010 0.202 0.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对比

术后 1h 两组患者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 24、48、72h 与对照

组相比较，研究组 VAS 评分均明显较低（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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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术后1h 术后24h 术后48h 术后72h

对照组
（n=63） 7.51±1.07 7.11±1.12 7.01±1.02 5.13±1.05

研究组
（n=63） 7.56±1.10 5.16±0.67 4.10±0.95 2.84±0.76

t 0.920 2.131 2.236 2.241

P 0.732 0.044 0.036 0.034

2.3　护理前后两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分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与护理前相对比，两组护理后

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分均有明显升高（P<0.05），

护理后与对照组病人相对比，研究组评分显著较高

（P<0.05）。见表 3。
表3　干预前后两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分对比（x±s，分）

指标
对照组（n=63） 研究组（n=63）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自我实现 19.79±1.52 23.94±1.99a 20.08±1.01 31.73±4.19ab

健康责任 16.36±1.36 18.98±1.75a 16.79±1.39 25.06±3.16ab

运动 17.07±1.61 19.84±2.09a 17.75±1.42 26.52±3.19ab

营养 17.86±1.42 20.71±1.14a 17.56±1.63 27.74±2.95ab

人际关系 20.94±1.38 25.75±2.95a 20.68±1.15 34.08±2.28ab

应对压力 18.59±2.31 23.93±2.86a 18.27±1.95 33.03±4.18ab

总分 111.37±9.24 133.34±12.9a 111.59±8.76 178.46±19.3a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干预之后与对照组比较，
bP<0.05

2.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结 果 表 明 ， 研 究 组 患 者 护 理 总 的 满 意 度 为

82.5％，对照组总满意度为 65.1％。与对照组相比较，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63） 15（23.8％） 26（41.3％） 22（34.9％） 41（65.1％）

研究组（n=63） 29（46.0％） 23（36.5％） 11（17.5％） 123（82.5％）

χ2 5.024

P 0.025

3　讨论

骨折属于骨科最为常见的一类疾病，骨折患者

在接受手术后患者表现出焦虑情绪，影响患者术后

的康复［6］。而住院骨折患者骨折手术后的疼痛可以

增强体内血小板附着能力，使得机体处于高凝血状

态，极易致使心脑血管意外的产生。因此，对住院

骨折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及患者疼痛状况进行

管理对患者术后的康复十分重要 ［7］。PDCA 护理管理

要求护士与临床医生之间配合密切，护士将护理状

况及患者的临床情况反馈给医生，医生给予相对的

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不断发现骨折患者出现的问题

并且给予相应解决方案的目的，使住院骨折患者出

现并发症的概率降低，最终实现使治愈率提高的目

标［8］。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的

SAS、SDS 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与

对照组 SAS 和 SDS 评分相比较，研究组得分明显较

低（P<0.05）。在住院骨折患者中实施 PDCA 护理，

增强患者对骨折的正确认识，对患者及其家属实施

有效的健康宣教，使其对骨折相应的护理方法有很

好地掌握，最终可以使患者对骨折有正确认识，使

病人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得到明显缓解［9］。术后

1h 两组患者 VAS 评分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术后 24、48、72h 与对照组相比较，

研究组 VAS 评分均明显较低（P<0.05）。说明 PDCA

循环通过对患者疼痛状态的评估给予相应的用药，

能够使患者疼痛得到有效掌控，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与护理前相对比，两组护理后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

评分均有明显升高（P<0.05），护理后与对照组病人

相对比，研究组评分显著较高（P<0.05）。与对照组

相比较，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

PDCA 护理的优势为根据每位患者疼痛状况不

同给予不同的护理方案，对护理计划进行相应且及

时的调整，并且根据每位住院骨折患者病情的不同

给予相应护理干预措施及用药指导，对护理质量进

行动态评价，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10-11］。

综上所述，PDCA 护理能够使住院骨折患者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得到明显改善，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

到明显提高，同时能够使住院骨折患者的疼痛感得

到有效减轻，促进患者康复，并且可以使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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