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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四肢骨折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的影响

蔺　攀 1 、 韦钟阳 2 、 牛云峰 � 、 高改凤 4

【摘要】 目的　分析四肢骨折患者应用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治疗后精神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变

化。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 月至 201� 年 � 月收治的 111 例四肢骨折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 例给予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 �� 例增加渐进性肌肉放松训

练，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PSQI）和视觉模拟

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及术后肿胀程度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AS、

PSQI 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患者术后 �、12、24 及 48h 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0�）；观察组患者总肿胀率低于对照组（P< 0.0�）。结论　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有效消除四肢

骨折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降低术后肢体肿胀程度，改善睡眠质量，减轻术后疼痛，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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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sleep and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
　　LIN Pan，WEI Zhongyang，NIU Yunfeng，et al.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An-
yang，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on sleep and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111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55 cases）were given psycho-

logical treatment. On this ba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56 cases）were given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cor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PSQI）score 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core，and postoperative swell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AS，PSQI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VA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6，12，24 and 48h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swelling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ogressive muscle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

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reduce the degree of postoperative limb swelling，improve sleep 

quality，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raining；Limb fracture；Sleep quality；Mental state

四肢骨折是骨科常见疾病，患者以疼痛、异常

活动、畸形等为主要症状表现，严重影响机体的运

动功能及工作生活，手术是临床上治疗四肢骨折的

主要手段，能够有效恢复局部解剖结构，改善肢体

运动功能［1］。临床研究表明［2］，处于围术期患者多存

在焦虑抑郁等异常心理，对患者睡眠质量造成严重

影响，影响手术效果，加之手术对机体的刺激，术

后患者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加重，加重疼痛体验及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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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肿胀程度，影响预后，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

心理治疗是临床上治疗围术期患者常用的手段，虽

能够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但对于疼痛、肢体肿胀、

睡眠质量改善效果并不理想［3］。有研究指出［4］，渐进

性肌肉放松训练对于减轻机体疼痛，改善睡眠质量

有着较佳的治疗效果。该研究旨在观察渐进性肌肉

训练在四肢骨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11
例四肢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 CT、

MRI、X 线等检查确诊符合四肢骨折诊断标准［5］；患

者年龄 18～70 岁；患者认知功能正常，意识清醒，

对研究内容知情同意；均行手术治疗。排除标准：手

术禁忌症，采用保守治疗者；合并其他部位严重骨折

患者；合并严重感染者；既往精神病史者；有手术史

患者。手术由我院同一手术小组进行，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依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

组，对照组 55 例，男 33 例，女 22 例；年龄 26～68
岁，平均（46.96±4.11）岁；骨折部位：上肢 17 例，

下肢 28 例，复合骨折 10 例；体质量 52～77kg，平

均（64.44±1.23）kg。观察组 56 例，男 35 例，女 21
例；年龄 28～69 岁，平均（47.02±4.13）岁；骨折部

位：上肢 19 例，下肢 29 例，复合骨折 8 例；体质量

51～79kg，平均（64.46±1.25）kg。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心理治疗，由我院心理治

疗师及主治医师联合治疗，由心理治疗师疏解患者

心理负面情绪，在安静环境中进行，30min/ 次，2 次

/ 周，主治医师为患者讲解治疗方案，并纠正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

（1）成立训练小组，小组内成员熟知训练方案，对患

者讲解训练过程，指导患者训练方法；（2）训练过程，

训练时保持环境安静，光线以不刺眼睛为宜，温度适

宜，按照手 - 上臂 - 颈 - 腹 - 臀 - 足顺序逐渐使肌肉

维持紧张状态，每部位维持 10s 后放松 5s，感受肌肉

紧张及放松时机体生理心理的变化，训练过程中呼吸

轻缓，在训练至骨折部位时，如不出现疼痛或能够耐

受则可继续训练，若疼痛不能够忍受则跳过该部位，

15min/ 次，2 次 /d，两组患者均于手术前 3d 开始训练，

术后意识清醒后急需训练，直至出院。

1.�　观察指标

 （1）精神心理状态：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

分（SAS）及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评价患者精神

心理状态变化：SAS 评分内包含焦虑心情与植物神经

功能混合症状、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焦虑心情、运

动性紧张四个维度 20 项内容，SDS 评分内包含抑郁

心理障碍、精神病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

运动性障碍四大维度 20 项内容，两项评分总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精

神心理状态越差；（2）睡眠质量比较：依据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评价，PSQI 评分内包

含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习惯

性睡眠效率、睡眠紊乱、使用睡眠药物、白天功能

紊乱 7 大维度，每维度采用 0～3 分进行评价，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睡眠质量越差；（3）疼痛程度比较：，

依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两组患者术后 6h、

12h、24h 及 48h 疼痛程度，满分为 10 分，分数越低

提示患者疼痛程度越低；（4）术后肿胀程度比较：对

比两组患者术后 7d 肢体肿胀程度，肿胀程度分级：

Ⅲ级：肿胀严重，有张力性水泡，温度升高；Ⅱ级：

无张力性水泡，温度稍高，肿胀明显，无皮纹；I 级：

轻微肿胀，有皮纹；正常：无肿胀出现。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以［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较

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S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者患者 SD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

低，且观察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

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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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时间段 VAS 评分均较对照组

患者降低（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V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6h 术后12h 术后24h 术后48h

对照组 55 6.38±1.16 5.19±1.05 4.28±0.99 3.39±0.79

观察组 56 4.11±0.95▲ 3.88±0.59▲ 2.29±0.38▲ 1.03±0.2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肿胀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肿胀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5。

表 5　两组患者总肿胀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正常 I级 Ⅱ级 Ⅲ级 总肿胀率

对照组 55 28（50.91）23（41.82）3（5.45）1（1.82）27（49.09）

观察组 56 39（69.64）15（26.79）2（3.57） 0 17（30.36）

χ2 2.0296

P 0.0212

3　讨论

四肢骨折是骨折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之一，临床

治疗可分为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两种，手术治疗能

够快速而有效的恢复局部解剖复位，是临床上治疗

四肢骨折的首选方案。手术的创伤会导致机体出现

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心理应激中最为常见的为焦

虑抑郁情绪，进而导致患者睡眠质量降低，影响手

术疗效及术后康复进度，生理应激中以疼痛最为常

见，影响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不利于术后快速恢

复，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6］。

心理治疗是临床上治疗围术期焦虑抑郁最为常

用的治疗手段，具有无创，患者易接受，普及率高

等优点，主要通过纠正患者认知，及时消除患者心

理疑虑，明确患者焦虑抑郁原因并给予及时有效的

疏解，以改善患者心理情绪，减轻心理应激［7］。本

研究显示，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 PSQI 评分亦较治疗前显著

降低，提示给予患者心理治疗后能够有效缓解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促进患者睡眠质量提升。而研究同

样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PSQI、SAS 及 SDS 评分

较对照组患者降低的效果更为明显，提示在心理治

疗基础上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能够更为有效的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焦虑心情与植物神经功能混合症状 焦虑心情 运动性紧张 总分

对照组（n=55）治疗前 27.15±1.97 6.13±0.63 13.22±1.79 19.55±1.11 80.38±5.51

治疗后 16.04±0.93△ 3.03±0.20△ 8.96±0.61△ 12.63±0.62△ 49.49±4.11△

观察组（n=56）治疗前 27.09±1.98 6.11±0.60 13.25±1.81 19.61±1.08 80.26±5.49

治疗后 12.20±0.29△▲ 0.99±0.11△▲ 6.21±0.22△▲ 8.18±0.20△▲ 36.61±2.1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精神病性情感症状 躯体性障碍 精神运动性障碍 抑郁心理障碍 总分

对照组（n=55） 治疗前 6.20±0.66 27.01±1.87 6.09±0.71 26.03±2.05 78.99±5.25

治疗后 2.98±0.29△ 15.38±0.85△ 3.01±0.26△ 15.97±0.69△ 49.55±3.99△

观察组（n=56） 治疗前 6.18±0.70 26.96±1.91 6.10±0.69 25.98±2.07 79.03±5.31

治疗后 0.99±0.08△▲ 10.88±0.40△▲ 0.97±0.10△▲ 11.95±0.32△▲ 32.32±2.3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潜伏期 睡眠持续性 习惯性睡眠效率 睡眠紊乱 使用睡眠药物 白天功能紊乱 合计

对照组（n=55）治疗前 2.81±0.16 2.77±0.22 2.75±0.23 2.69±0.30 2.78±0.22 2.80±0.18 2.83±0.16 19.01±1.02

治疗后 1.31±0.09△ 1.40±0.10△ 1.35±0.11△ 1.29±0.10△ 1.26±0.09△ 1.28±0.10△ 1.30±0.08△ 9.34±0.56△

观察组（n=56）治疗前 2.80±0.15 2.78±0.23 2.76±0.23 2.71±0.28 2.77±0.23 2.79±0.20 2.85±0.15 18.99±0.99

治疗后 0.66±0.01△▲ 0.60±0.02△▲ 0.58±0.01△▲ 0.55±0.02△▲ 0.53±0.02△▲ 0.51±0.01△▲ 0.50±0.01△▲ 4.38±0.0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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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临床

分析认为，渐进性肌肉训练属于放松疗法，依照顺

序有意识的促进机体肌肉进行放松及紧绷训练，引

导患者感受训练过程，促进机体进入松弛状态，对

机体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进行调节，强化抗应激能力，

促进强非肽类物质水平提升，振奋机体精神，对抗

焦虑抑郁，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同时能够降低脑组

织唤醒水平，更利于入睡，提升患者睡眠质量［8］。

疼痛是四肢骨折最为直接的症状体征，同时也

是患者术后麻醉效果消退后最先出现的感觉，加之

患者在围术期精神心理状态的改变，疼痛阈值出现

异常改变，术后机体对疼痛的敏感性进步一提升，

疼痛的刺激又会反过来加重患者负面情绪，形成恶

性循环，影响患者治疗体验及术后康复进程［9］。本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各时间段 VAS 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更

为有效的减轻患者术后疼痛，可能与渐进性肌肉训

练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围术期负面情绪有关，除此之

外，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通过对机体大脑皮层 - 丘

脑下部 - 边缘系统进行刺激，提升脑啡肽、内啡肽

等物质分泌水平，降低机体对疼痛的感觉，发挥镇

痛效果，同时，放松训练的应用能够调节机体微循

环，促进机体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维持平衡，

减轻疼痛，术后训练的进行还能够转移患者注意力，

使患者集中注意力于训练中，提升训练效果，同时

进一步减轻术后疼痛［10］。四肢骨折术后患者，由于

骨折、手术对机体的创伤，极易损伤血管壁，引起

血管内外液体交换失衡，患肢积聚大量液体，静脉

无法正常回流，进而引起术后肢体肿胀，肿胀的发

生会导致患者皮温升高，不利于营养供给，严重影

响骨折愈合及功能恢复［11］。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的

应用能够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引导机体进入松弛状

态，促进术后炎症物质的快速吸收，调节细胞供氧

量，加快局部物质代谢，促进静脉回流更利于肿胀

消除［12］，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总肿胀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提示渐进性肌肉训练能够更为有效

的降低术后肿胀发生率。

综上所述，渐进性肌肉训练通过促进机体松弛，

调节交感神经系统，促进内啡肽分泌，改善微循环

等，应用于四肢骨折行手术治疗能有效缓解患者负

面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减轻术后疼痛及肢体肿胀

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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