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1�6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综合护理对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苗　琼 、 李　琴 、 马　静 、 郝艳芳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综合护理对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与我院就诊的老年股骨骨折患者 �� 例，随机均分为观察组（n=44）与对照组

（n=44），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

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2 周、4 周、6 周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两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上给予综合护理能够有效缓解老年股骨骨

折患者焦虑、情绪情绪，促进患者的术后功能恢复，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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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senile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MIAO Qiong，LI Qin，MA Jing，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Yulin Shaanxi Province，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June ～2016 8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44）and the control 

group（n=44），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

ing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the ratio of the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Resul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valuatio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

g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2 weeks ，4 weeksand 6 weeks after nursing car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promote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get higher nursing satis-

faction，thus，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Femoral fracture；Elderly；Comprehensive nursing；Anxiety；Depression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各种老年疾病患

者也随着增多，其中老年股骨骨折患病率在不断增

加。股骨骨折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骨折类型，

临床上多采用手术治疗，但手术后会出现疼痛，且

需要长期卧床治疗，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术后恢

复情况［1］。本研究给予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综合护理，

护理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与我院就诊的老

年股骨骨折患者 88 例，所有患者均经过影像学检查

检查符合股骨骨折的诊断标准，排除合并严重精神

疾病、严重器官功能不全或其他严重慢性躯体疾病、

认知障碍、年龄 60 岁以下的患者；本次研究均征得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及患者的同意，并与患者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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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采用数字随机法，将患者均分为观察

组（n=44）与对照组（n=44）；观察组：男 23 例，女

21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年龄（67.74±3.56）岁，

股骨粗隆间骨折 17 例，股骨颈骨折 27 例；对照组：

男 24 例，女 20 例，年龄 60~81 岁，平均年龄（67.29
±3.73）岁，股骨粗隆间骨折 15 例，股骨颈骨折 29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骨折类型等一般资料方

面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具有可比

性（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常规健康教育、

病情监测、饮食指导等；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

综合护理，具体如下。

①心理护理：患者入院时护理人员需热情接待，

主动与患者沟通焦虑，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详细为

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患者的病情、手术治疗方式、手

术重要性及手术注意事项等，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

波动，对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患者给予心

理疏导及包装，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②环境护理：加强对病房的巡视，定期进行卫生打扫

与消毒，保持病房内空气流通，温湿度适宜，为患

者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③体位护理：术后根据患者

的实际病情给予体位更换，每隔 2h 为患者进行一次

翻身排背，并待患者麻醉清醒给予按摩，防止血液

循环不畅通而出现压疮。④饮食护理：护理人员需指

导患者多进食一些高纤维、高蛋白质、高钙的食物，

同时多进食新鲜的蔬菜水果，并合理搭配，以提高

患病者的免疫功能。⑤疼痛护理：术后患者会出现疼

痛反应，护理人员应倾听患者的主诉，对患者的疼

痛程度、疼痛位置及疼痛时间进行评估，并采用物

理镇痛、心理安慰镇痛等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必

要时可给予自控镇痛泵注射镇痛药物以控制疼痛。

1.�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程度、术

后功能恢复情况及护理满意度；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价患者入院时及术后 1 周的焦虑程度，分

数越低，焦虑程度越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价患者入院时及术后 1 周焦虑程度，分数越低，

抑郁程度越低；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

Barthel 指数评价患者术后 2 周、4 周、6 周功能恢复

情况，分为优（≥ 75 分）、良（≥ 50 分）、差（<50
分），优良率 =（优 + 良）/ 总病例数 *100％；采用

我院自行设计就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

满意，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总病例数

*100％［2］。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用（x±s）描述，组间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n，％）描述，组间行 χ2 检验；P<0.05 表示数据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 评分、SDS 评分对比差异

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

者 SAS，SDS 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4）64.65±5.53 41.13±3.48* 65.65±5.65 41.32±3.49*

对照组（n=44）64.25±5.77 49.36±3.64* 65.36±5.56 48.29±3.76*

t 0.332 10.841 0.243 9.012

P 0.741 0.000 0.809 0.000

注：表示与护理前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功能恢复情况对比

观 察 组 患 者 的 术 后 2 周 （ 7 2 . 7 3 ％ ）、 4 周

（93.18％）、6 周（97.73％）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功能恢复情况对比（n，％）

组别 时间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n=44）2周 18（40.91％）14（31.82％）12（27.27％）32（72.73％）*

4周 32（72.73％） 9（20.45％） 3（6.82％） 41（93.18％）*

6周 39（88.64％） 4（9.09％） 1（2.27％） 43（97.73％）*

对照组（n=44）2周 12（27.27％） 11（25％） 21（47.73％）23（52.27％）

4周 24（54.55％） 7（15.91％）13（29.55％）31（70.45％）

6周 31（70.45％） 5（11.36％） 8（18.18％） 36（81.82％）

注：*表示与对照组对比，P<0.05。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7 .73 ％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 75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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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股骨骨折多于直接暴力导致，临床症状表现为

肢体剧痛、活动障碍、局部肿胀压痛、患肢短缩、

畸形等症状，且常合并多次伤、内脏伤及休克，严

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3］。针对骨折患者存在的抑

郁焦虑情绪，首先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关心和尊

重患者。股骨骨折患者多为老年人，老年患者的心

理特点是一方面经历了几十年的生活和社会实践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理功能逐渐衰老，各系统的器官功能退化以及伴

随着心理方面的变化，感觉及反应比较迟钝，生活

能力较低下，因此对老年患者必须多予以关心和尊

重，注意礼貌和态度［4，5］。在治疗中，老年患者的反

应一般比较缓慢，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象年轻

时那样连贯和流畅，因此应注意观察老年患者的全

身情况，在生活上多给予关心和照顾［6］。对不能很

好地配合治疗者，要做耐心、仔细的劝说工作，帮

助和指导病人进行活动锻炼，对体位和卧位姿势不

正确者，要认真耐心给予纠正［7］。

本文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

术后 2 周、4 周、6 周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上述结果表明，综合护理能够有效缓

解老年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改善患者的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这是由于

综合护理是一种全面的护理实践活动，是以患者为

中心最大限度满足患者需求，是患者身心处于最佳

状态的护理模式［9］。本文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综合性护理，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饮食干预、

疼痛干预等全方位的身心护理护理，以保障患者的

心理健康，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促进

患者术后康复［10］。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上给予综合护

理能够有效缓解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焦虑、情绪情绪，

促进患者的术后功能恢复，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

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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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44） 33（75％） 8（18.18％） 2（4.55％） 1（2.27％） 41（97.73％）

对照组（n=44） 28（63.64％） 5（11.36％） 7（15.91％） 4（9.09％） 33（75％）

χ2 21.937

P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