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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心理干预对老年患者骨科手术后谵妄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王明洪 1 、 卢　丹 2 、 陈　明 2 、 汪辉燕 3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心理干预对老年患者骨科术后谵妄（POD）及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　将

82 例老年骨科手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1）给予围手术期常规护理，观察组（n=41）在

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早期心理护理。对比两组 POD 发生情况、POD 转归、意识模糊评分量表（DDS）、

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A、HADD）评分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的 POD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且 POD 缓解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麻醉清醒后 2h、4h、8h、24h、48h、72h，观察组的 D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HADA 和 HAD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心理干预可预防或减轻老年患者骨折手术后 POD，促进 POD 康复并改善心理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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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　　WANG Minghong，LU Dan，CHEN Ming，et al. Department of Geri-
atric Psychiatry，Ziyang Psychiatric Hospital，Ziyang 641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 Methods　82 elderly patients after ortho-

pedic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41）was given routine perioperativ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n=41）was give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occurrence 

and outcome of PO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changes of scores of DDS and HADA，HADD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OD remiss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DDS scores at 2h，4h，

8h，24h，48h and 72h after anesthesia awak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HADA and HAD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prevent or reduce POD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which can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POD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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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谵妄（POD）是临床常见急性精神紊乱状

态，主要表现为注意力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精神

运动障碍、睡眠 - 觉醒周期紊乱等，多见于危重患

者，且以老年患者较为多见［1］。骨科术后具有较高

的 POD 发生风险，尤以髋关节置换术及髋关节周围

骨折患者最为多见，近年来还发现在脊柱手术患者

中也有 POD 发生［2］。POD 不仅可影响术后康复、增

加医疗费用，还可增加褥疮、心理障碍等其他并发

症，导致住院时间延长甚至影响院后生活质量。为

预防 POD 的发生，减轻 POD 对患者的危害，本研究

对 ICU 老年手术患者采取早期心理护理干预，获得

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骨关

节外科手术老年患者 82 例。纳入标准：（1）择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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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外科手术者，预计手术时间 <6h；（2）年龄

60~85 岁；（3）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

（1）急诊手术或术前明确存在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史

及相应用药史者；（2）术前合并认知功能障碍、近期

重大生活伤害性事件者；（3）合并视听功能障碍难以

配合临床研究者；（4）合并器质性疾病、颅脑外伤史

者；（5）手术时间≤ 1h 或≥ 6h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1 例。观察组中男 27
例，女 14 例，年龄 60~85（74.59±6.54）岁；手术时

间 1~6（2.34±0.52）h；麻醉方式：24 例全麻，17 例硬

膜外麻醉；手术方式：4 例肩关节周围手术，6 例股骨

转子间骨折内固定术，11 例胸腰椎骨折内固定术，6
例膝关节置换术，6 例全髋关节置换术，8 例股骨头

置换术；术前础疾病：12 例冠心病，11 例风湿性心脏

病，6 例胃肠疾病，3 例胆系结石。对照组中男 25 例，

女 16 例，年龄 60~85（73.21±6.04）岁；手术时间 1~6
（2.17±0.43）h；麻醉方式：26 例全麻，15 例硬膜外

麻醉；手术方式：6 例肩关节周围手术，9 例股骨转子

间骨折内固定术，10 例胸腰椎骨折内固定术，5 例膝

关节置换术，5 例全髋关节置换术，6 例股骨头置换

术；术前基础疾病：10 例冠心病，10 例风湿性心脏病，

4 例胃肠疾病，5 例胆系结石，2 例肛肠疾病。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骨科常规围手术期护理，全程实施

简单心理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术前 1~2d

开始进行综合心理干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2.1　术前心理护理　（1）术前访视：术前

1～2d 深入病房访视，采用医院焦虑量表（HADA）

和医院抑郁量表（HADD）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了

解其各型特征，针对性予以心理干预。对于外向型、

心理状况良好患者，通过与患者积极交谈，引导其

回忆熟悉的人事或愉快的生活体验，并鼓励其描述

经历的细节，护理人员从神态和语言上表示理解、

认同以达到与患者的情感共鸣，增进护患关系，缓

解患者心理压力，时间 20min。对于内向型、心理状

况较差患者，予以心理安慰、疏导、解释后，指导

其进行心理放松，即患者取舒适仰卧位，左右手分

别置于腹部、胸部，嘱其经鼻吸气至最大限度，屏

气 3~5s 后，缓慢经口呼气，呼吸频率（RR）为 3~5
次 /min，呼吸时间比为 1∶1，练习 5~10min 左右。

待患者心绪平静后，鼓励患者描述当前所处病房环

境，并予以耐心解答，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时间

10min。（2）术前放松训练：完成术前访视后，安排

独立治疗室，协助患者取平卧位，根据患者的个人

喜好选择优美舒缓的音乐，嘱患者轻闭双目，放松

身心，在护士旁白下进行感受音乐的美感，并随着

护士引导进行冥想，时间 20min。

1.2.2　术后心理护理　（1）心理认知指导：术

后麻醉清醒后，向患者介绍手术成功，稳定患者的

情绪。对于产生幻觉者，以低柔语气予以耐心解释，

否定其幻听、幻觉，同时反复进行时间、地点以及

人物定向，避免幻觉进一步延伸。对于气管切开或

气管插管者，采用肢体语言与患者沟通交流，增加

与患者的非语言交流，增进与患者的距离，消除患

者因缺乏亲人陪伴所致孤独、寂寞和恐惧感。在患

者触目可及的地方放置挂钟，以增强患者的时间观

念。（2）音乐抚触：每日上午 7：30~8：00 护理期间，

采用手机播放《汉宫秋月》、《船歌》、《月光奏鸣曲》等

舒缓的音乐，耳机音量 35~60dB。全程予以关节、肌

肉轻度按摩，按摩期间引导患者感受音乐美感，以

达到平复心境、放松身心的作用。（3）暖色图谱刺激：

每日中午 11：30~12：00 期间，采用画面清晰的暖色

调图谱或风景图片对患者进行视觉刺激，图片内容

尽量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场景，并向患者讲解每张

图片的环境及意义，刺激患者的积极心理情绪。（4）

肌肉放松训练：患者麻醉清醒后，在病情允许的情况

下，每日下午 17：30~18：00 指导患者在音乐背景下，

采用统一指导语指导患者从面部开始直至足部进行

全身肌肉收缩 - 放松交替训练，15min/ 次，2 次 /d。

（5）穴位按摩护理：每晚 21：00~21：45 予以睡前按

摩，包括太冲穴、三阴交及神门等，每穴 10min，以

帮助患者缓解紧张、不适感，促进患者睡眠。

1.3　观察指标

（1）POD 评估：术后 2h、4h、8h、24h、48h、

72h，采用意识模糊评分量表（DDS）［3］评价，总分

0~56 分，得分 7~10 分为轻度 POD，11~19 分为中度

POD，≥ 20 分为重度 POD。统计两组 POD 发生率

（DDS ≥ 7 分）及 POD 缓解时间。（2）心理状态：护

理前及护理 7d 后，采用医院焦虑量表（HADA）和医

院抑郁量表（HADD）［4］评价患者的心理状况，单项

总分 0~21 分，得分越高则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x±s 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等级资料经秩和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POD 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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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POD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主要认为

与年龄、环境因素、麻醉方式、围手术期应激反应、

躯体因素及精神心理因素等有关，其中，心理因素

贯穿 POD 发生及发展的全程［5］。老年骨科手术处于

POD 状态时，普遍存在定向力、认知、注意力及感

觉等障碍，而开展心理干预需与患者沟通交流，故

既往多偏重于环境因素及躯体因素等的干预，对精

神心理因素的重视度不足［6］。

本研究采取早期心理干预，即在术前 1~2d 及麻

醉清醒后开展心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术后 2h 两

组的 2~72h 内各时间点，观察组的 DDS 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术后 72h 内 POD 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可见，早期心理干预有利于预

防或减少 POD 的发生。同时，两组护理后 HADA、

HADD 评分均较护理前显著降低，而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证实早期心理干预有利于减轻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程度，

这也是预防 POD 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

于传统护理模式往往只注重术前准备及宣教，忽略

了对患者情绪管理的重要性。本研究在术前 1~2d 开

展术前访视管理，在充分心理评估的基础上针对患

者的个性特点开展心理干预，可增进护患关系，减

轻负性情绪，增加其自我心理调整能力。介入音乐

冥想放松训练等，有利于缓解患者的心理应激，提

高患者的心理应激对抗能力和护理依从性［7］。同时，

音乐疗法能够通过调节交感神经等生理功能而调节

情绪、转移注意力、减轻压力反应及疼痛应激等，

对负性情绪的缓解具有积极意义［8］。采用适当的、积

极向上、色彩明亮的图片视觉刺激，配合肌肉放松

训练能够松弛紧张肌肉，同时也有利于转移注意力、

缓解负性情绪［9］。此外，特定穴位按摩可起到宁心安

神、舒缓压力等作用，更有利于促进患者夜间睡眠质

量，改善睡眠 - 觉醒周期紊乱现象，从而减少 POD

的发生［10］。临床研究表明，自我激励有利于改善老

年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11］。本研究开展个体化心理，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心理，增强其自我激励。

同时，护理全程强调充分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自

术后 72h 内，观察组的 POD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麻醉清醒后 DDS 评分及 POD 缓解时

间比较

麻醉清醒后 72h 内，观察组各时间点的 DDS 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 POD 症状均

在 7d 内得以康复，观察组的 POD 缓解时间较对照组

显著缩短（P<0.05），见表 2。

2.3　两组护理前后 HADA、HADD 评分比较

护理后，HADA、HADD 评分两组均显著降低，

而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1　两组POD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1 37（90.24） 4（9.76） 0（0.00） 0（0.00） 4（9.76）

对照组 41 28（68.29）7（17.07） 5（12.20）1（2.44）13（31.71）

Z 8.064 7.349

P 0.045 0.016

表2　两组麻醉清醒后DDS评分及POD缓解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
DDS评分

POD缓解时间（d）
2h 4h 8h 24h 48h 72h

观察组 41 2.91±0.78 2.73±0.71 2.43±0.65 1.05±0.36 0.66±0.18 0.42±0.11 2.12±0.63

对照组 41 5.64±1.69 4.91±1.32 4.55±1.13 4.16±1.09 3.32±1.32 1.68±0.52 3.55±1.02

t 9.159 9.083 10.156 16.919 12.469 14.804 7.637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3　两组护理前后HADA、HAD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DA HADD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观察组 41 14.23±3.52 7.12±1.15 12.294 <0.001 15.67±2.57 8.91±1.15 15.373 <0.001

对照组 41 14.01±3.21 10.45±2.23 5.832 <0.001 15.11±2.43 12.03±1.87 6.432 <0.001

t 0.296 8.498 1.014 9.100

P 0.768 <0.001 0.31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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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与隐私，不仅有利于增加其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

还有利于缓解其负性情绪，促进身心康复。

 综上所述，早期心理干预有利于减轻老年骨科

手术患者术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改善心理健

康状况，预防或减少 POD 的发生并促进 POD 的康

复。但本研究样本较小，术后观察时间较短，加之

病例选择具有一定的条件，而 POD 的发生影响因素

较多，临床研究中难以全方位控制所有危险因素，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倚，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

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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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是丁苯酞治疗急性脑血栓的作用机制之一。

凝血功能异常是急性脑血栓患者血管受损后的

病理变化，凝血因子异常激活后生成凝血酶，促进

纤维蛋白原转变成纤维蛋白，D-D 水平异常升高，

进而促进血液凝固，有利于血栓形成。PT 反映外源

性凝血系统状况，APTT 反映内源性凝血系统状况。

本研究发现：丁苯酞辅助治疗者治疗后 PT 水平高于

采用常规治疗者，APTT、FIB、D-D 水平低于采用

常规治疗者。这一结果提示，丁苯酞可改善急性脑

血栓患者的凝血功能异常状态，预防血栓形成。

综上所述，丁苯酞辅助治疗急性脑血栓合并抑

郁患者，可降低 LPA 水平，降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减轻焦虑、抑郁症状，提高患者生命质量。但本研

究观察时间较短，样本量也不大，所以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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