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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对四肢骨折患者术后镇痛效果及焦虑状况的影响

王　倩 、 汤然钧 、 胡晨笛 、 和　晖

【摘要】目的　探讨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对四肢骨折患者术后镇痛效果及焦虑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住院的四肢骨折患者 2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00 例）和观察

组（10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

对比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SF-36 评分、焦虑抑郁评分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患者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 0.05）。结论　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显著改善四肢骨折患者术后疼痛状况，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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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and Anxiety of Limb Fracture Patients with the Treat-
ment of Per 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NG Qian，TANG Ranjun，HU Chendi，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Bone surgery，Hae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and anxiety of limb fracture patients with 

the treatment of per 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200 limb fracture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100 case）and observation group（100 

cases），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er 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e on conventional therapy，to compare the VAS 

score 、anxiety score 、 depression score 、SF-36 scor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 Results　 The VAS score 、anxiety 

score 、 depression score 、 SF-36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
sion　The treatment of per 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VAS score、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improve the SF-36 score of limb fracture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can improve the satis-

faction of the patients，had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Limb fracture；Per operative period VAS score；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四肢创伤性骨折患者通常伴随着急性疼痛 , 虽然

持续时间较短，若不及时进行干预治疗，会严重影

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影响患者的预后［1-2］。

骨科手术患者在术后随着麻醉效果的消失疼痛发生

率会升高，疼痛会加剧［3］。因此四肢骨折患者术后镇

痛干预和焦虑状态的缓解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之间收住

院的 200 例四肢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 100 例患者。其中对照

组女性患者 52 例，男性患者 48 例，年龄在 26~80 岁

之间，平均年龄（44.38±10.37）岁。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

性。本次研究均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且签署知情同

意书，符合院伦理委员会规定。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

［作者工作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哈尔滨，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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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经治疗前后VAS评分与SF-36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VAS评分 T P SF-36评分 T P

观察组（n=100） 治疗前 6.58±2.11 35.41±8.13

治疗后 2.37±1.03* 79.86±8.19#

对照组（n=100） 治疗前 6.56±2.37 0.02 0.98 34.98±7.39 0.13 0.90

治疗后 3.48±2.13* 2.59 0.02 57.11±10.83# 5.46 0.00

注：和对照组相比较，治疗后P<0.05。

主要包括对患者脉搏、血压、体温等基本生命指标

的监测。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后根

据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具体状况进行详细分析，依

据分析结果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临床心理干预，心

理干预手段包括围术期个体化健康教育、认知疗法、

放松疗法和社会家庭支持的建立。术前耐心对患者

的心理状况和个性特征进行调查，耐心向患者介绍

病室环境和疾病相关的知识，帮助患者正确对待疾

病，稳定情绪，提升治疗的信心和对医护的信任度；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护理人员应当根据患者对陌生

环境和手术的恐惧等的具体反应状况实施个体性心

理护理，尽量减少患者因各种心理不适对手术进行

的影响，提高患者在手术中的依从性；手术开始后护

理人员应守护在患者身边，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手

术姿势，鼓励患者配合手术，及时询问患者术中有

无不适，向患者耐心解释每一项操作的目的和意义，

分散其注意力，缓解其疼痛感和恐惧、焦虑状况；术

后根据患者具体的体质状况和恢复状况给予运动锻

炼指导，同时协助患者一起锻炼，提升患者的安全

感和康复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及临床疗效判定

应用目测类比评分法（VAS）对两组四肢骨折

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程度进行评定，其中 0 分评定

为无痛，10 分评定为最痛，分值愈高，表示患者疼

痛愈剧烈。应用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中心研制的简

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对两组四肢骨折患者经治

疗护理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整体健康状况进行

评价，该问卷包括生理职能、生理机能、一般健康

状况、躯体疼痛、社会功能、精力、精神健康和情

感职能 8 个不同的方面，满分为 100 分，分值愈高，

表示患者的状态愈好。焦虑抑郁评分根据标准的焦

虑评分量表和抑郁评分量表进行评价，总计 20 个项

目，满分 100 分。患者满意度应用自制调查问卷进

行调查，总分为 100 分，非常满意为 90 分以上，满

意为 80 分 ~90 分，一般为 60 分 ~80 分，不满意为

60 分以下。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患者例数 + 满意患

者例数）/ 总患者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IBM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用 x±s 表示，观察组和对照组组内、组间比

较采用正态性检验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 VAS 评分和 SF-36 评分

对比

观察组四肢骨折患者 VAS 评分与 SF-36 评

分护理干预前和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无显著差异

（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四肢骨折患者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观察组四肢骨

折患者的 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

（P<0.05），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对

比

观察组四肢骨折患者焦虑评分与抑郁评分护理

干预前和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无显著差异（P>0.05）；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四肢骨折患者的焦虑评分和抑郁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P<0.05），如表

2 所示。

2.3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治疗后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四肢骨折患者经治疗后满意度显著优于

对照组四肢骨折患者，（P<0.05），如表 3 所示。

4　讨论

疼痛近年来已经被作为继脉搏、体温、呼吸、

血压之后的“第五生命体征”在临床中进行评估与处

理，疼痛不仅会对患者造成身体不适，还会严重影

响患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生存质量［4-6］。疼痛是临床中绝大多数骨科疾病

的共有症状和首发症状［7］ 。作为临床中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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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骨折患者术后持续的疼痛会和患者的负性心

理相互作用，严重影响骨折患者的临床治疗、转归

与预后［8-9］。四肢骨折患者围术期疼痛发生率较高，

围术期疼痛不仅会造成四肢骨折患者焦虑状况加重，

还会降低患者机体免疫能力，诱发静脉血栓、肌肉

萎缩、呼吸道感染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患者预

后，降低护理满意度［10-11］。

四肢骨折患者术后在围术期给予镇痛干预有着

重要的作用和临床意义［12］。 但不恰当或不合适的镇

痛方式对导致患者术后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肠

梗阻、肺部感染及心脏疾患发生率的升高，存在有

一定的风险［13-14］。四肢骨折患者疼痛等因素所导致

的焦虑会造成其大脑内血清素水平和去甲肾上腺素

水平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其心理状态和临床治疗

效果［15］。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是一种无任何副作用

的术后镇痛方式，可显著改善患者术后疼痛状况，

缓解患者心理焦虑状况。本次研究所采取的心理干

预手段包括围术期个体化健康教育、认知疗法、放

松疗法和社会家庭支持的建立。个性化健康教育和

认知疗法相互结合可以通过对每位患者的性格特征、

文化程度及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根据患者的实

际心理需求为患者提供围术期健康教育（术前四肢

骨折治疗相关知识的讲解，术后功能锻炼重要性的

讲解，疾病恢复效果和成功案例的介绍等），帮助患

者消除不良认知，缓解心理焦虑，提升对疾病治疗

的信心和治疗依从性。放松疗法和放松训练是一种

躯体放松的行为治疗方法，能够通过副交感支配功

能阻断交感支配，实现对患者焦虑的阻断，放松疗

法能够有效降低患者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水平，缓

解患者骨骼肌的紧张程度，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焦

虑状态，减少术后疼痛感。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的

建立能够帮助患者通过和同事、亲友等的沟通转

移或释放不良情绪，预防抑郁和焦虑状况的发生或

加重。

综上所述，围术期心理护理干预具有重要的临

床价值，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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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经治疗前后焦虑评分与抑郁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焦虑评分 T P 抑郁评分 T P

观察组（n=100） 治疗前 58.01±1.31 64.39±1.66

治疗后 42.33±1.08* 44.87±1.41#

对照组（n=100） 治疗前 57.99±1.33 0.04 0.97 64.01±1.68 0.53 0.60

治疗后 53.69±1.32* 21.79 0.00 52.68±1.59# 12.07 0.00

注：和对照组相比较，治疗后P<0.05。

表3　两组四肢骨折患者经治疗后满意度对比（分，x±s）

组别 患例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100 80 10 6 4 96（96.00％）

对照组 100 51 10 7 32 68（68.00％）

χ2 26.56

P 0.00

注：和对照组相比较，治疗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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