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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优质护理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临床疗效

张文娜 1 、 郝 　聪 2 、 张彩虹 1 、 徐　娇 1

【摘要】目的　研究综合优质护理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3 年 6 月

至 2015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 16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82

例。观察组采用综合优质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以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护理前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对比无差异（P> 0.05）。护理后

两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较护理前均降低，且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

组护理前躯体疼痛、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 4 个维度评分以及总体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

异（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评分较护理前均升高，且观察组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在护理后治疗依从性得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综合优质护理能更有效改善老年股骨颈骨折病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

病患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以及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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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nursing care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ZHANG Wenna，HAO Cong，ZHANG Caihong，et al. People’s Hospital of Fug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Fugu 719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Methods　164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Jul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randomly，82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s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os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quality nursing. Then the nursing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 situ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the scales abov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meanwhile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4 dimensions scores of physical pain，

physical function，emotional function，mental health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the scales abov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meanwhile 

the scores of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nursing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It can also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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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是股骨颈骨折多发人群，主要是因

为老年人伴有骨质疏松、反应迟钝导致颈骨折的发

生［1］。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导致股骨颈骨折的发病

率逐渐攀升，所以临床上对股骨颈骨折的治疗非常

重要。但是股骨颈骨折的治疗难度很大，并且治疗

后还会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加上老年人在治疗过程

中配合程度不高，导致治疗效果不佳［2］。所以临床

上需要优质护理干预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3］。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比综合优

质护理与常规护理对老年股骨颈骨折病患的干预效

果，目的在于寻找最佳护理措施，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老年股骨颈骨折病患 164 例。包括男性病患 97
例，女性病患 67 例。年龄在 60 岁至 84 岁之间，平

均年龄 72.1±5.28 岁。以数字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82 例。其中观察组男性病患 49 例，

女性病患 33 例。平均年龄 71.7±5.23 岁。其他躯体

疾病：合并糖尿病 26 例，合并高血压 35 例，其他

慢性疾病 12 例。经济条件：月薪≥ 3000 元者 55 例，

＜ 3000 元者 27 例。骨折 Garden 分型：Ⅰ～Ⅱ型 67 例，

Ⅲ～Ⅳ 15 例。对照组男性病患 48 例，女性病患 34
例。平均年龄 72.6±5.32 岁。其他躯体疾病：合并

糖尿病 30 例，合并高血压 33 例，其他慢性疾病 10
例。经济条件：月薪≥ 3000 元者 53 例，＜ 3000 元

者 29 例。骨折 Garden 分型：Ⅰ～Ⅱ型 68 例，Ⅲ～Ⅳ

14 例。两组人员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对比无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入选标准［4］：（1）年龄

≥ 60 岁；（2）经 X 线检查证实为股骨颈骨折；（3）

均具有手术治疗的适应证。（4）经过家属同意，并且

有本院伦理文员会批准。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

的意识障碍，无法完成阅卷；（2）存在严重的语言

障碍，或不良生活事件而无法配合护理工作；（3）

其他对研究结果有干扰的因素。

1.2　研究方法 

观察组采用综合优质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

理，两组均护理 14d，具体内容如下：

1.2.1　对照组常规护理（1）首先对病患进行病

情评估，然后制定相应的护理。（2）在手术过程中注

意告知病患及其家属吊架、床栏的正确使用，并且

预防手术过程会出现的并发症。（3）术后关注病患各

指标变化情况，对生命体征进行记录。

1.2.2　观察组综合优质护理（1）成立综合优质

护理小组，由丰富的护理人员进行考核，合格的护

士进入护理小组。（2）由护理小组人员度病患病情进

行深入评估，尽可能降低手术风险。（3）通过视频、

口头教授等进行健康宣教，让病患及其家属在掌握

股骨颈骨折的专业知识后能够进行自我护理，加快

恢复速度。（4）术前心理干预：首先需要帮助病患换

号手术服，对病患的情绪进行安抚。并且和病患讲

述手术经历的过程，以及手术过程可能带来的不适。

然后向病患及家属讲述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需

要增加陪护时间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最后提出

政府资助政策、播放愉快音乐，如果周围有手术治

疗后康复出院的病患让其现身说法，以进一步帮助

病患消除焦虑情绪。（5）术后护理：对病患生命体征

进行全程监测，查看引流通顺、患肢敷料、皮肤肿

胀等情况，如果发现不适现象即通知医生。然后陪

伴病患进行功能恢复训练，同时鼓励病患多饮水，

以此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几率。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

表（SDS）分别对两组进行评分，比较两组间及两组

内干预前后患者焦虑及抑郁的变化。（2）采用 SF-36
生活质量量表对病患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统计［5］，主

要包括躯体疼痛、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

等 4 个维度。采用累加法进行积分，并以转换分数

表示各维度评分和总分。（3）采用自制满意度评分

调查表，对所有病患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心理、

生活、情感以及效果等 20 个问题，统计病患满意的

题数。≥ 18 个记为非常满意，12～17 个记为一般满

意，＜ 12 个记为不满意。其中满意度 =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4）依从性评价标准：总共康复训练、均

衡饮食、正规服药以及复诊随访等 4 个项目，采用

4 分制。完全依从记为 3 分、大部分依从记为 2 分、

少部分依从记为 1 分一起不依从记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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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两组护理前 SAS、SDS 评分，组间对比明显无

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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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低于护理干预前，且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下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两组护理前躯体疼痛、生理功能、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等 4 个维度评分以及总体评分，组间对比

均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躯体疼

痛、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 4 个维度评

分以及总体评分均高于护理干预前，且观察组各项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下表 2：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的非常满意比例以及满意度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下表 3：

2.4 两组护理后依从性得分对比

观察组在护理后正规服药、均衡饮食、康复训

练以及复诊随访等的依从性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含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下表 4：

表1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82 58.09±6.23 43.67±4.51 63.47±7.38 47.96±4.73

对照组 82 58.12±6.25 49.03±4.89 63.44±7.34 53.21±5.04

t 值 - 0.031 7.296 0.026 6.878

P 值 - 0.976 0.000 0.979 0.000

表2　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x±s，分）

生活质量 观察组（n=82） 对照组（n=82） t 值 P 值

躯体疼痛 护理前 51.39±9.41 51.41±9.43 0.014 0.989

护理后 67.12±13.21 62.47±13.21 2.383 0.018

生理功能 护理前 55.83±10.42 55.85±10.43 0.012 0.990

护理后 69.48±14.31 64.09±13.47 2.484 0.014

情感职能 护理前 58.09±10.79 58.11±10.80 0.012 0.991

护理后 73.21±14.89 66.12±13.88 3.154 0.002

精神健康 护理前 63.11±12.48 63.12±12.49 0.005 0.996

护理后 78.42±15.63 72.02±14.21 2.744 0.007

总计 护理前 117.94±25.53 118.21±25.68 0.067 0.946

护理后 157.31±29.01 145.29±27.23 2.736 0.007

表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82 41（50.00） 37（45.12） 4（4.88） 78（95.12）

对照组 82 27（32.93） 43（52.44） 12（14.63） 70（85.37）

χ2值 - 4.924 0.879 4.432 4.432

P 值 - 0.026 0.349 0.035 0.035

表4　两组护理后依从性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正规服药 均衡饮食 康复训练 复诊随访

观察组 82 2.13±0.48 2.41±0.54 1.95±0.38 2.04±0.45

对照组 82 1.48±0.36 1.67±0.43 1.37±0.29 1.43±0.33

t 值 - 9.810 9.707 10.987 9.899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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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老年股骨颈骨折在老年病患中发病率非常高，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病患的正常生活，且老年病

患本身身体基础较差，缺乏正常的抵抗力，所以康

复效果也不是很好。本文结果发现，两组护理前

SAS、SDS 评分对比无差异，在分别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两组护理前躯

体疼痛、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 4 个维

度评分以及总体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异，在分别护

理后观察组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本研究中

两组患者在疾病程度、共病情况、经济条件等情况

无明显差异，尽管还存在一些混在因素，我们的研

究结果还是初步说明综合优质护理对老年股骨颈骨

折病患心理缓解效果更为明显，对病患躯体疼痛、

精神健康改善更显著。分析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

因为首先由专业的护理人员在接受训练后照顾病患，

实施的过程使病患主动接受。通过前期的健康宣传

以及适当的医患沟通，能够帮助病患快速恢复［9-10］。

然后是术前的心理护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常规

护理不具备的［11-12］。不仅增大了医患之间的配合程

度，也消除了病患产生焦虑、抑郁负面情绪。最后

是适合的肢体锻炼，既能加快血液循环，而且能有

效预防并发症。同时帮助病患尽量自己穿衣、离床

活动，在制定康复训练后保证定期随访。

此外，本文还对两组护理满意度、依从性进行

评价，结果发现，观察组护理的非常满意比例以及满

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在护理后正规

服药、均衡饮食、康复训练以及复诊随访等的依从性

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综合优质护理能显著提

高病患满意度和依从性，在本质上改善病患的自我感

受。优质护理人员通过与病患的有效沟通，让病患及

其家属都感受到贴心的照顾，所以满意度相对更高。

并且在护理过程中全程照顾病患，帮助病患主动接受

治疗，以此提高病患对治疗各方面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综合优质护理对老年股骨颈骨折病

患具有很好的护理效果，不仅能有效改善病患焦虑、

抑郁情绪，而且缓解心理、身体疼痛。并且在整个

护理过程中病患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具有更好的依

从性。综合优质护理在临床上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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