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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四肢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陈彦霞 1 、 魏　岚 2 、 李巧莉 1 、 叶伟伟 1

【摘要】 目的　探讨四肢骨折患者应用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干预后其负性情绪、睡眠质量变化。

方法　将我院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03 例四肢骨折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1 例

患者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观察组 52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进行干预，对

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情绪、疼痛、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VAS、

AIS、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SF-36 平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

能够有效减轻四肢骨折患者疼痛，改善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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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CHEN Yanxia，WEI Lan，LI Qiaoli，et al. Department of Arthritis，Zhengzhou City Orthopaedic 
Hospital，Zhengzhou 45005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limb frac-

tures after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103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and 52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on-line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routine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 The anxiety，depression，pain，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VAS，AIS，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pain in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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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骨折是常见的骨折类型，主要是由于创伤、

骨骼类疾病、暴力等因素而导致，手术是首选治疗方

案，能够快速而有效的恢复骨折部位解剖结构，减轻

疼痛，促进患者生理功能改善［1］。患者在围术期期间，

由于疾病病情、疼痛、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导致

睡眠质量降低，和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对患者疾病

的康复进度造成不良影响。目前使用的常规围术期干

预针对性不强，效果并不理想。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

通过主动促使肌肉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绷紧及放松，感

受中间过程，诱导机体逐步松弛，改善机体应激反

应［2］，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于围术期患者焦虑抑郁

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均有一定改善效果［3］。本研究旨

在观察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四肢骨折患者焦虑抑郁

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四肢骨折患者，经 CT、X 线、MRI 等检查确诊符

合骨折诊断标准［4］，纳入患者骨折部位均为四肢，择

期进行手术治疗，意识清晰，年龄 18~75 岁，认知功

能正常，均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体征，焦

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

>50 分，患者知情同意，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排除伴有身体其他部位骨折患者，同期采用其

他方案治疗者，既往精神病史者，合并恶性肿瘤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 51 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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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例，女 15 例；年龄 25~66 岁，平均（45.16±4.33）

岁；骨折部位：上肢 15 例，下肢 29 例，复合 7 例；文

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9 例，高中 18 例，大专及以上

14 例。观察组 52 例，其中男 33 例，女 19 例；年龄

22~69 岁，平均（45.23±4.30）岁；骨折部位：上肢 13
例，下肢 31 例，复合 8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7
例，高中 19 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入院后密切

监测患者精神状态、生命体征、体位等项目，明确

骨折部位颜色、肿胀程度等情况，遵医嘱指导患者

用药治疗，患者情绪不佳时给予专业心理辅导；观察

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1）成

立小组，培训上岗：成立专业的训练小组，入选组员

为 10 名，入选组员均经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2）

训练讲解：由训练小组成员对患者详细讲解训练的过

程、注意事项、意义，并进行实地演练，确保患者

能够熟练掌握及实施；（3）训练内容 呼吸训练：依据

手 - 上臂 - 颈部 - 腹部 - 臀部 - 足部顺序进行训练，

训练时首先紧张肌肉，紧张时间维持 10s，随后放松

5~10s，感受紧张 - 放松过程中的生理、心理变化，

训练过程中保持呼吸频率、节奏正常，训练过程中

涉及到骨折部位时，以患者不感觉疼痛为准则；（4）
训练环境及时间：保持环境整洁安静，温度适宜，光

线稍暗，每次训练时长 15~30min，1 次 /d，依据患

者耐受程度适当调整训练时长，于患者入院后开始

进行训练，出院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变化：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焦

虑抑郁负面情绪变化，SAS 评分包含 20 项测评内容，

每项内容采用 0~4 级评分法进行评定，总分相加为粗

分，最终得分 = 粗分 ×1.25；SDS 评分内亦包含 20 项

内容，其评分方法同 SAS 评分，两项评分均为分数

越高负面情绪越严重；（2）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疼痛变化，拿一刻

度 0~10 的标尺由患者依据疼痛程度自行判断，疼痛

越明显则得分越高；（3）睡眠质量：采用阿森斯失眠

量表（AIS）对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进行评价，AIS

评分包含夜间苏醒、入睡时间、总睡眠时间、白天情

绪、总睡眠质量等 8 项，每项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

进行评价，判定标准：>6 分为失眠，4~6 分为可疑失

眠，<4 分为正常；（4）生活质量：依据健康调查简表

（SF-36）评价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其内包括身体疼

痛、社会功能、生理职能、健康变化、情感职能、生

理功能等 9 大项 36 条目，每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

法评价，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该研究内数据均统一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

统计处理，计数、计量资料分别采用［n（％）］、（x
±s）表示，采用 χ2、t 值检验计数、计量资料，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变化

出院时，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

干预前，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水平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SAS、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n=51） 干预前 77.15±7.21 76.98±7.08

出院时 51.12±4.91△ 49.68±5.03△

观察组（n=52） 干预前 77.25±7.19 77.03±7.11

出院时 41.13±3.01△▲ 40.03±2.9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疼痛

观察组患者手术当天、术后 3d 及出院时 VAS 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手术当天 术后3d 出院时

对照组 51 6.39±1.01 4.49±0.63△ 3.63±0.41△ 1.91±0.32△

观察组 52 6.37±0.99 3.98±0.31△▲ 2.59±0.28△▲ 1.28±0.08△▲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睡眠质量

观察组患者出院时 AIS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

（P<0.05），见表 3。
表3　AI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出院时

对照组 51 15.96±3.95 8.30±2.16△

观察组 52 16.03±3.91 6.11±1.0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F-36 量表各项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4。

3　讨论

四肢是骨折的高发部位，手术是治疗四肢骨折

的首选方案。处于围术期的四肢骨折患者，由于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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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长期卧床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引起患者睡眠质

量降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这些又会增

加机体应激反应，进一步加重疼痛，不利于手术的

正常进行，对患者术后的康复也造成不良影响［5］。

疼痛和手术带来的应激共同提升机体的应激反

应，增加交感神经兴奋性，使得患者出现为心率、

血压水平异常升高、呼吸加快、肌肉紧张等，长时

间处于这种状态，严重影响患者入睡，促使负面情

绪滋生［6］。围术期干预是临床上应用于四肢骨折患者

围术期的一种常用干预手段，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但是由于针对

性不强，所以整体干预效果并不理想。渐进性肌肉

放松训练属于放松疗法中的一种，其基础理论为交

互抑制理论，该理论认为，机体肌肉活动与情绪状

态能够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而相互影响，两种活动

相互对抗，相互抑制，肌肉的紧张、放松直接影响

情绪的转变，即为交互抑制。通过指导患者按照顺

序控制肌肉进行紧张 - 放松训练，在训练过程中感受

其中肌肉的变化，了解机体生理、心理改变的关系，

使患者能够对松弛过程进行自我把控，诱导肌肉放

松，缓解患者焦虑抑郁负面情绪［7］；还可能通过调节

大脑皮层活动度，调节机体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

多巴胺羟化酶、肾上腺素水平，改善皮层唤醒水平，

降低机体应激反应，对植物神经系统进行调节，改

善患者睡眠质量［8］。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干预

后 SF-36 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SAS、SDS、

VAS、AIS 评分均较对照组患者的水平低，提示在常

规围术期干预基础上增加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能够

更为有效的减轻患者疼痛，提升患者睡眠质量，消

除患者焦虑抑郁负性情绪，进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其机制与控制机体生理活动，提升对周围环境的适

应能力，降低唤醒水平，促进生理心理平衡的正常

维持有关。梁成富［9］等研究发现：渐进性肌肉放松训

练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李玲［10］等研究

发现：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有效消除肺癌放疗患者负

性情绪，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常丹［11］等研究发现渐

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有效减轻骨折患者围术期疼痛度，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及睡眠质量，上述研究均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很多因素都会

影响骨折患者的情绪和应激水平，包括患者对疼痛

的敏感性，患者的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

持系统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应用于四肢骨

折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减

轻疼痛，提升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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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51） 40.01±1.22 15.13±1.95 7.28±0.18 19.88±1.89 8.01±0.28 10.53±1.07 20.58±1.17 14.27±1.58 3.01±0.19

观察组（n=52） 47.36±0.57 18.88±0.18 9.05±0.06 23.15±1.04 9.16±0.11 13.58±0.76 23.89±0.89 18.79±0.36 4.59±0.07

t 39.2934 13.8090 67.2097 10.9065 27.5320 16.7037 16.1792 20.1058 56.2070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