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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干预模式应用于老年骨折手术患者的效果

张永梅 1 、 马　玲 1 、 范文强 1 、 陈　峰 1 、 孙丹丹 2

【摘要】 目的　探讨情志干预模式对老年骨折手术患者应激反应及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93 例老年骨折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46 例给予常规围术期干

预，观察组 47 例联合情志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配合度、生理应激指标水平变化、睡

眠质量、焦虑抑郁情绪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术中配合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手术时间、NE、Cor、E 水平、PSQI、SDS、SAS 评分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情志干预模式能够有效调节老年骨折手术患者应激反应，改善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患

者治疗依从性高，术后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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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rvention mode on stress response and anxiety/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 surgery　　ZHANG Yongmei，MA Ling，FAN Wenqiang，et al. Xinxiang Central Hospital，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rvention mode on stress response and anxiety/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93 patients with senile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4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47 pa-

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emotional intervention. The 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cooperation，

the level of physiological stress indicators，sleep quality，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

tive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fitnes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NE，Cor，E level，PSQI，SDS，SAS score and 

adverse event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motional interven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physiological stress respons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racture 

surgery，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The patient has high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less postop-

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words】Emotional intervention；Senile fracture；Stress response；Anxiety；Depression

老年人骨折发生率较高，手术是治疗的首选方

案，但是手术带来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导致患者

睡眠、情绪出现异常，降低患者配合度，不利于手

术顺利进行及术后恢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1］。常规围术期干预虽能够

保证手术顺利进行，但对于患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

量改善效果并不明显，影响患者康复进度。情志护

理以辩证施护为理论指导，针对性强，在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负性情绪有着独特的优势。本

研究旨在探讨情志干预模式应用于老年骨折手术患

者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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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例

老年骨折行手术治疗患者，经 X 线、CT、MRI 等检

查确诊符合骨折诊断标准［2］，纳入患者均为轻中度，

［作者工作单位］新乡市中心医院（新乡，453000）；2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张永梅（1967.04-），女，河南新乡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外科护理。

［通讯作者］张永梅（Email：huchenggongjy@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5 期 - 955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年龄 >65 岁，患者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排除精神疾病史者，依从性差者，

合并恶性肿瘤者，治疗前 30d 采用抗抑郁治疗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6 例，其中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65~78 岁，平均（71.31±7.36）
岁；骨折原因：跌倒 24 例，车祸 22 例；骨折类型：股

骨颈骨折 27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19 例；受教育年限

（8.01±1.06）年。观察组 47 例，其中男 27 例，女

20 例；年龄 65~80 岁，平均（71.36±7.32）岁；骨折

原因：跌倒 23 例，车祸 24 例；骨折类型：股骨颈骨

折 26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21 例；受教育年限（8.03
±1.0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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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术前 6h 禁食，2h 禁水，手术应用全

麻联合硬膜外麻醉，术中限制补液量，应用补液加

温器，维持体温 36℃，术后翻身拍背、排痰，术后

1d 取半卧位，床上坐起 1~2 次，尽早拔除胸腔引流

管及导尿管，并进行下床活动，2 次 /d，术后 6h 给

予 10％葡萄糖水口服 200mL，流质饮食，逐渐恢复

正常饮食，术后补液量 <1000mL；观察组患者联合情

志干预模式，（1）评估：入院后整理患者资料，明确

焦虑抑郁情绪原因，登记入册；（2）辩证施护：心肾

不交型患者应用以思克恐，言语鼓励，转移患者思

想，改善患者恐惧情绪；痰气郁结型患者应用以喜克

悲，与患者交流时适当采用幽默、打趣等方式，促

使患者情绪转变；肝郁化火型患者应用以悲克怒，与

患者交流时引导患者回想对比骨折前后生活方式的

改变，促使患者悲情抒发，怒气化解；气虚血瘀型

患者应用以怒克思，医护人员或者指导家属与患者

交流时，通过动作、语言刺激患者，促使患者发怒，

加快焦虑情绪宣泄，交流时间 30min/ 次，2 次 / 周；

（3）呼吸调节：采用三字诀训练，唏、嘘、叹分别

养护心、肝、脾，5min/ 次，3 次 /d；（4）松弛训练：

采用收缩 - 放松肌肉运动，双手握拳，吸气 10s，缓

慢吐气，逐渐放松双拳、颈部、肩部、胸部、腹部

及四肢，10min/ 次，3 次 /d。两组患者均于术前 7d

进行干预，术后 7d 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配合

度，采用手术配合评分进行评价，其内包括疾病认

识程度、患者准备情况、心理状态等 10 项内容，采

用 0~10 级评分法评定，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提示

患者术中配合度越佳；（2）生理应激指标水平变化：

于干预前后采集静脉血 5mL，检测并对比两组患者

去甲肾上腺素（NE）、血清皮质醇（Cor）及肾上腺素

（E）水平变化；（3）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PSQI）进行评价，其内包括入睡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时间、日间功能、睡眠质量 5 项，每项

采用 0~3 级评分法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睡眠质

量越差；（4）焦虑抑郁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

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患者负性情绪变化，两

组评分均包括 20 项内容，每项采用 0~4 级评分法评

价，总得分 = 量表合计分 ×1.25，其中 >70 分为重

度，61~70 分为中度，50~60 分为轻度，<50 分为正

常；（5）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时间及配合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术

中配合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配合度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术中配合度（分）

对照组 46 76.33±5.01 85.18±6.36

观察组 47 61.22±2.35* 97.11±1.03*

注：与对照组比较，t=18.5548，12.5620，*P均=0.0000<0.05。

2.2　应激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NE、Cor、E 水平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应激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NE（μg/L） Cor（μg/L） E（μg/L）

对照组（n=46） 干预前 353.64±39.94 249.16±29.91 0.38±0.09

干预后 313.23±28.71△ 213.66±19.19△ 0.21±0.04△

观察组（n=47） 干预前 354.16±40.02 249.33±28.98 0.39±0.11

干预后 269.89±25.13△▲ 181.22±16.66△▲ 0.11±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睡眠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后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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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显

著降低，观察组患者降低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n=46） 治疗前 73.69±6.03 75.46±5.99

治疗后 45.90±4.13△ 43.78±4.32△

观察组（n=47） 治疗前 73.73±6.11 75.39±6.01

治疗后 29.11±2.13△▲ 31.02±1.9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2 .46 ％显著

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19.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对比［n（％）］

组别 例数 下肢深静脉血栓 肺部感染 切口感染 合计

对照组 46 2（4.35） 3（652） 4（8.70） 9（19.57）

观察组 47 0 1（2.13） 1（2.13） 2（4.26）*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2249，*P=0.0223<0.05。

3　讨论

手术是治疗老年骨折的首选方案，可以快速有

效的减轻患者疼痛，恢复功能［3］。但是手术给老年

骨折患者带来较大的心理、生理的应激，极易导致

睡眠和情绪障碍，不利于治疗的进行和预后。常规

围术期干预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4］。如何能够有效

改善老年骨折行手术治疗患者的睡眠质量及负性情

绪，是当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情志干预在临床治疗中有着悠久的治疗历史，

其以辩证施护为基础理论，通过治疗前明确患者疾

病证型，确定病因，通过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促使患

者情志畅通，机体阴阳平衡，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及

睡眠质量，促进疾病的快速转归［5，6］。本研究发现：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睡眠质量、SAS、SDS 评分、手术时间

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患

者术中配合度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规围

术期干预基础上增加情志干预能够更为有效的调节

患者生理应激状态，提升患者睡眠质量，消除负性

情绪，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减少术中用时，降低

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可能的原因是情志干预更为

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其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以五行

相克及辩证施护为理论基础，干预手法采用以情胜

情，静志舒心，以喜胜忧，调节五脏气机，气血流

通，平衡内脏经络阴阳，促使患者睡眠质量及负性

情绪改善，应用于临床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

性，且时效性及针对性强［7］；同时联合呼吸训练及松

弛训练有意识的调节患者的生理、心理活动，改善

生理刺激异常状态，减少机体唤醒水平，降低交感

神经活动功能，促使心情轻松愉快，增进心身健康，

通过改变躯体反应，改善患者情绪状态［8］。赵亚［9］

等学者研究证实，对 46 例抑郁症伴睡眠障碍患者应

用基于循证理论的中医特色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

善患者睡眠质量及心理状况。张金姬［10］等学者对 35
例老年骨折手术患者应用情志护理干预后显示，有

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上

述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情志干预模式通过辩证施护，改变

躯体反应，调节机体生理应激等，应用于老年骨折

手术患者效果显著，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后

不良事件，提升患者睡眠质量，消除患者焦虑抑郁

负性情绪。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间、日间功能、睡眠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

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更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 睡眠质量

对照组（n=46） 干预前 2.53±0.46 2.56±0.39 2.49±0.43 2.53±0.44 2.52±0.45

干预后 1.31±0.30△ 1.35±0.28△ 1.33±0.29△ 1.34±0.26△ 1.41±0.30△

观察组（n=47） 干预前 2.51±0.47 2.61±0.37 2.50±0.44 2.55±0.43 2.54±0.46

干预后 0.69±0.13△▲ 0.63±0.11△▲ 0.61±0.09△▲ 0.62±0.10△▲ 0.59±0.1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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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消除负性情绪，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通过纠

正患者认知、正性诱导产妇心理、调动内在潜能等，

应用于初产妇剖宫产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消除产妇

焦虑抑郁情绪，减轻术后疼痛，提升患者自我效能，

术后并发症少，提升产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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