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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与负性情绪和认知功能的关系

宋晓飞 、 刘　念 、 刘　瑜 、 孙子路 、 边　森 、 王　峰 、 张长成 、 尹锐峰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 90 例老年脊柱骨折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

病情不确定感量表（MUIS）、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

（MMSE），使用 Pearson 分析法及多元逐步回归性分析法分析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

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90 例老年脊柱骨折 MUIS 总分（81.22±4.33）分，其中不明确性平均得分最

高；SDS 评分、SAS 评分与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复杂性以及 MUIS 总分呈正相关关系（P< 0.05），

与信息缺乏性无相关性（P> 0.05）；MMSE 评分与信息缺乏性、复杂性、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以及

MUIS 总分呈负相关（P< 0.05）；多元逐步回归性分析显示，SDS 评分、SAS 评分以及 MMSE 评分是影

响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的相关因素。结论　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处于中等水

平，主要表现为不明确性、复杂性，焦虑、抑郁情绪和认知功能均是病情不确定感的相关影响因素。

【关键词】 老年脊柱骨折；病情不确定感；焦虑；抑郁；认知功能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0）03-057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ness uncertainty and negative emo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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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ness uncertainty and negative emotion and cogni-

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9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May 2019 were collected. Mishel’s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MUIS）score，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score and Simpl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

（MMSE）sco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llness uncertainty and anxiety，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The total MUIS score of 9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was（81.22±4.33），among which 

the average score of ambiguity was the highest. SDS score and SAS sco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ncertainty，

unpredictability，complexity and MUIS total score（P<0.05），but not with information deficiency（P>0.05）. MMSE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formation deficiency，complexity，ambiguity，unpredictability and MUIS total 

score（P<0.05）.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DS score，SAS score and MMSE score were the 

related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uncertain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Conclusi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had a medium level of illness uncertainty，which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and complex-

ity. Anxiety，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all rela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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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居民老龄化的加快，骨质疏松症

患者基数逐年增大，老年脊柱骨折发生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老年患者脊柱骨折后病情复杂，对于保守治

疗、椎体强化或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有一定的

争议，加之治疗前持续的疼痛、担心治疗预期效果、

行动受限等均因素均可能导致患者缺乏确定与疾病

相关事物的能力，即病情不确定感［1］。目前关于老年

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的研究较少，国内相关

报道主要集中在骨折严重程度、有无神经损伤等方

面，缺少其与不良情绪及认知功能等社会心理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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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2］。由于年龄以及伤病的影响，部分老年脊

柱骨折患者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部分患者

年龄较大，加之受伤后应激反应导致患者出现一定

的认知功能障碍［3］。本研究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

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的关系，以期

通过心理、社会干预降低病情不确定感，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2016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90 例老年脊柱骨折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年龄 60~80 岁的胸腰椎单椎骨折；具有初中或以

上文化程度；无老年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

病；读写、理解能力正常。排除标准：严重神经损伤

致截瘫者；合并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疾病等影响神经

功能疾病者；恶性肿瘤、结核相关脊柱骨折者；合并

心脏、肝、肾等其他脏器严重疾病；合并四肢骨折者。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如下：男性 38 例，女性 52 例；年

龄 62~79 岁，平均（70.11±4.23）岁；骨质疏松脊柱

压缩性骨折 65 例，创伤性骨折 25 例；初中文化程度

62 例，高中 20 例，大专及以上 8 例。

1.2　方法

入院生命体征稳定后调查相关量表。采用病情

不确定感量表（MUIS）［4］评估患者病情不确定感：包

括不可预测性（5 条）、信息缺乏性（7 条）、复杂性（7
条）、不明确性（13 条）4 个维度，分别代表疾病过

程、预后的不可预测性、缺乏疾病相关信息、复杂

的护理与治疗过程以及不明确疾病症状；各条目由不

同意到十分同意，评分 1~5 分，32~74 分、75~117 分、

118~160 分表示轻、中、重度病情不确定感。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5］：包括恐惧、乏力等 20 个条目，

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采用

抑郁自评量表（SDS）［6］，包括易哭、忧郁等 20 个条

目，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高。采

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评分［7］（MMSE）评估患者认

知功能，MMSE 包含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

力、回忆力、语言能力 5 项内容。其中 27~30 分表示

患者认知功能正常，总分 <27 分表示患者存在认知功

能障碍，总分在 21~26 分，提示患者有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总分在 10~20 分，提示患者有中度认知功能障

碍，<10 分提示患者有重度认知功能障碍。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法，分析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

能的相关性。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现状

90 例老年脊柱骨折 MUIS 总分（81.22±4.33）

分，其中不明确性得分（36.53±3.54）分，复杂性

得分（17.92±1.54）分，信息缺乏性得分（15.40±

1.40）分，信息缺乏性得分（11.37±0.98）分。不明

确性得分最高，见表 1。
表1　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现状（x±s，分）

MUIS量表 得分 均分

不明确性 36.53±3.54 2.81±0.32

复杂性 17.92±1.54 2.56±0.26

信息缺乏性 15.40±1.40 2.20±0.19

不可预测性 11.37±0.98 2.27±0.20

总分 81.22±8.33 2.54±0.26

2.2　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

能的相关性

SDS 评分、SAS 评分与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

复杂性以及 MUIS 总分呈正相关（P<0.05），与信息

缺乏性无相关性（P>0.05）；MMSE 评分与信息缺乏

性、复杂性、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以及 MUIS 总分

呈负相关（P<0.05），见表 2。
表2　病情不确定感与焦虑、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r）

项目 不明确性 不可预测 信息缺乏 复杂性 MUIS总分

SDS评分 0.382* 0.322* 0.221 0.182 0.337*

SAS评分 0.298* 0.287* 0.210 0.172 0.320*

MMSE评分 －0.355* －0.348* －0.301* －0.311* －0.331*

注：* P<0.05。

2.3　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相关影响

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SDS 评分、SAS 评分

以及 MMSE 评分是影响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

定感的相关因素，见表 3。

3　讨论

既往国内病情不确定感有关报道主要集中在恶性

肿瘤、脑卒中等内科疾病方面，但骨科领域尤其是脊

柱骨折，患者无法直视骨折部位病变程度，加之疼痛

症状、活动受限等，也具有一定的病情不确定感。老

年脊柱骨折患者产生较为明显的病情不确定感时，由

于对疾病相关事物的认知不足，对临床诊断、治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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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护理措施的开展均产生一定影响，严重者甚至影响

生活质量与疾病预后。本研究结果显示 90 例老年脊

柱骨折 MUIS 总分（81.22±4.33）分，病情不确定感处

于中度水平，其中不明确性得分最高，可能原因为老

年骨质疏松脊柱压缩性骨折患者骨折外皮肤无明显变

化，而保守治疗、外科治疗以及外科手术的方式等各

具有一定的优缺点，患者对于骨折后治疗方式、治疗

安全性、预期效果难以预测；信息缺乏性得分最低，

其原因在于骨折后医生、护士乃至家属等会详细告知

疾病情况，同时纳入患者均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均有

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疾病知识的能力［8］。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脊柱骨折患者 SDS 评分、

SAS 评分与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复杂性以及

MUIS 总分呈正相关（P<0.05），主要原因在于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越严重其对预期治疗效果及病情的

担忧也越严重，在病情不确定感上的表现则是对复

杂的护理与治疗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明确疾病症

状［9］。而焦虑、抑郁情绪对医护人员告知患者骨折

位置、有无神经损伤等知识的获取无明显影响，因

此本研究发现 SDS 评分、SAS 评分与信息缺乏性无相

关性（P>0.05）。多元逐步回归性分析显示，SDS 评

分、SAS 评分是影响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

的相关因素，其原因往往因对疼痛症状、活动受限过

于担心与恐惧，导致其对病情、治疗方式、预后期望

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10］，提示对于老年脊柱骨折患者

可进行不良情绪筛查，通过降低焦虑、抑郁情绪提升

患者的病情感知，减轻病情不确定感。老年脊柱骨折

患者认知功能降低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

年龄的增加其记忆、学习、语言能力逐渐退化，另一

方面骨折后急性心理应激也可能影响其认知功能［11］。

本研究结果显示，MMSE 评分与信息缺乏性、复杂

性、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以及 MUIS 总分呈负相关

（P<0.05），其原因在于即刻记忆、注意力、回忆能

力等认知功能越低，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疾病知识宣讲

的理解能力变差，言语、定向力的降低使其无法客观

理解并解释自身症状的变化，因此认知功能越低患者

病情不确定感也越强烈。MMSE 评分是影响老年脊柱

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的相关因素，因此针对老年患

者，尤其是高龄患者，可开展认知功能障碍筛查，通

过改善认知功能提升疾病感知程度［12，13］。

综上所述，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处

于中等水平，主要表现为不明确性、复杂性，焦虑、

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均是病情不确定感的相关因素。

可针对老年脊柱骨折患者开展早期不良情绪及认知

功能障碍筛查，以便采取针对性心理、社会干预措

施降低病情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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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老年脊柱骨折患者病情不确定感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B 标准误 β t P

SDS评分 4.338 1.542 0.225 2.813 0.016

SAS评分 5.223 1.877 0.238 2.782 0.015

MMSE评分 －3.721 1.062 －0.321 3.504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