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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路径对老年股骨骨折内固定治疗患者围术期疼痛、负性情绪及术
后康复的影响

胡晨笛 、 汤然钧 、 王　倩 、 和　晖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路径对老年股骨骨折内固定治疗患者围手术期疼痛、负性情绪以及

术后康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208 例老年股骨骨折患者，随机

分成两组（每组 10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路径模式，观察两组患者

在不同护理模式下围手术期疼痛、负性情绪及术后康复情况。结果　治疗后第 1 天到第 5 天，观察

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结果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出院时两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结果比较无差

异（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DS 与 SAS 评分结果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 3 个月

后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路径能加快老年股骨

骨折内固定治疗患者髋关节的康复，缓解患者围手术期疼痛感以及负性情绪，促进患者髋关节功能

恢复，可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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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pathway on perioperative pain，negative emotion and postoperative reha-
bilita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treated by internal fixation　　HU Chendi，TANG Ranjun，
WANG Qian，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Bone surger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pathway on perioperative pain，nega-

tive emotion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treated by internal fixation. 

Methods　208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10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given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pathway. The perioperative pain，negative 

emotional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first day to the 

fifth days after treatment，the VAS pain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 VAS pain sco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t discharge（P>0.05）. After inter-

vention，the SDS and SAS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excellent rate of hip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3 month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are pathways can speed up the elderly femoral fracture fixation treat-

ment of patients with hip rehabilitation，patient perioperative pain and negative emotions，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hip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can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 pathway；Femoral fracture；Internal fixation；Perioperative pain

 近些年随着人口老年龄化的加快，导致老年骨

折的发病率明显增长，而股骨骨折也是老年人群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1］。目前临床上通常采用外科手术

治疗此病［2］，但是由于老年患者身体素质较差，且

可能患有其他相关疾病，极易导致患者在治疗期间

发生各种并发症，从而增加临床治疗难度，未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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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护理干预可导致并发症的加重［3］。并且有研

究表明在老年股骨骨折患者中，较多的患者存在严

重的心理问题，这些因素了导致患者的治疗疗效下

降，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4，5］。因此予以相关的

护理干预对老年股骨骨折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以我院 208 例老年股骨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

研究心理护理路径对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疼痛、负性

情绪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纳入 208 例老年股骨骨折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表将患者分成两组（每组 104 例），对照组

男性 61 例，女性 43 例，年龄 60~76 岁，平均年龄

（66.97±12.34）岁，骨折部位：股骨干骨折 24 例，

股骨颈骨折 41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39 例；受伤原

因：交通事故伤 46 例，跌倒致 34 例，重物砸伤 24
例；合并其他相关疾病：冠心病 39 例，高血压 36 例，

糖尿病 29 例；观察组男性 63 例，女性 41 例，年龄

60~77 岁，平均年龄（67.53±13.14）岁，骨折部位：

股骨干骨折 26 例，股骨颈骨折 40 例，股骨粗隆间骨

折 38 例；受伤原因：交通事故伤 44 例，跌倒致 33 例，

重物砸伤 27 例；合并其他相关疾病：冠心病 37 例，

高血压 35 例，糖尿病 32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骨折部位等一般资料中比较无差异（P>0.05）。本文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为单侧股骨骨折；②患

者年龄≥ 60 岁；③骨折后所有患者均采用内固定手

术治疗；④所有患者知情并同意参与此项研究；排除

标准：①患者伴有颅脑损伤或是内脑损伤；②患者合

并严重精神类疾病，无法配合进行功能训练的患者；

③合并其他相关疾病影响患者活动的患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方式　患者在手术

前进行常规的疼痛教育，了解术后有关的疼痛情况，

根据患者的术后疼痛情况予以相关的疼痛治疗，以

及预防并发症、康复指导等。

1.3.2　观察组予以心理护理路径方式　具体内

容如下：①所有患者入院后向患者介绍医院环境与如

何早日适应住院生活，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同时介

绍患者的主管医生；②熟悉治疗流程，减轻患者的紧

张以及焦虑情绪，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具体的

检查项目以及流程，同时专业人员对患者骨折部位

做妥善固定以及采用适应的搬运方法，消除搬运给

患者带来的疼痛；③摆正心态，平静接受检查结果：

告知患者检查结果，不懂之处加以解释，然后与医

生沟通后告知其治疗方案以及用药等；④评估情绪心

态、增加心理支持：填写 Zung 量表评估患者的心理

状况，然后传授患者放松技巧；⑤手术前：保持稳定

情绪以及睡眠充足情况：手术前嘱咐患者做好术前准

备和术中注意事项、手术过程，告知患者手术、麻

醉方式以及手术成功的案例，指导患者放松心情；⑥

手术后：告知患者手术情况，观察患者生命体征、伤

口情况以及患肢循坏感觉运动情况；⑦出院前：评价

患者心理状况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同时嘱咐患者

家属出院后一些相关的护理措施以及注意事项，⑧

出院后对患者进行随访 3 个月，关注患者髋关节康

复情况。

1.4　指标评价

1.4.1　焦虑抑郁情况评分［6］　采用 Zung 抑郁自

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患者的负

面情绪。两种量表各自包含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得

分在 1~4 分之间，SDS、SAS 量表评分标准为≥ 50
分可确诊为焦虑和抑郁，并表示得分越高患者的抑

郁以及焦虑越严重。

1.4.2　围术期疼痛评分［7］　采用数字疼痛评分

法（VAS）评价两组患者在入院时、手术当天、术后

第 1d、术后第 3d、术后第 5d、出院时各时间段的疼

痛情况，该量表共 10 分，0 分表示无疼痛、10 分表

示疼痛剧烈难以忍受。

1.4.3　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评分［8］　术后

3 个月采用 Harris 髋关节评分表对患者的术后康复情

况进行评分，改评分量表共包括疼痛、关节活动度、

关节功能以及畸形四个方面，评分结果大于 90 分表

示优，评分结果在 80~89 分表示为良，评分结果在

70~79 分表示差，评分结果小于 70 分表示极差。

1.5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使用 t 检验与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 / 百分比描述，卡方检验

分析，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并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VAS 疼痛评分结果比较

治疗后第 1 天到第 5 天，观察组患者 VAS 疼痛

评分结果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出院时两组患

者 VAS 疼痛评分结果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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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负性情绪改善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DS 与 SAS 评分结果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负性情绪改善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04 60.87±5.67 35.61±3.62 61.24±5.45 35.96±3.27

对照组 104 61.24±5.21 45.84±4.84 60.85±5.21 46.85±4.12

t - 0.490 17.261 0.528 21.114

P - 0.625 <0.001 0.598 <0.001

2.3　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 3 个月后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优

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极差 优良率（％）

观察组 104 71（68.27）18（17.31） 13（12.50） 2（21.15） 89（85.58）

对照组 104 30（28.85）39（37.50） 25（24.04） 10（9.62） 69（66.35）

χ2 10.532

P 0.001

3　讨论

临床上大部分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从而影响患者的治疗以及生活质量，因此心理护理

干预在临床上运用较为广泛。而传统的心理护理干

预相关理论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统一与规范的可操

作性指导，对展开心理护理措施服务治疗难以评价。

因此有必要探索一项易评价、可操作以及统一性强

的心理护理方案。心理护理路径是指将常规的护理

方式与心理护理干预联合在一起，能明确的了解患

者在不同治疗时段所需要的护理服务以及心理需求，

减少护理人员的随性性，可避免因忙碌而出现忽视

心理干预的实施，对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作用［9］。

股骨骨折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骨折，

此病在临床上治疗方式较多并且治疗后临床疗效显

著［10，11］，但是老年股骨骨折患者由于身体素质较差，

以及自身合并各种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临床疗效。

国外 Griffin 等学者提出在股骨骨折患者中予以相关

的护理干预能明显缓解患者的疼痛感，减少患者的

治疗时间以及对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预防作用［12］。

因此对老年股骨骨折患者予以相关的护理干预具有

重要的价值［13］。本文主要研究心理护理路径在老年

股骨骨折患者中临床作用。结果表明予以心理护理

路径干预能明显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效果明显优

于常规护理路径。表明在老年股骨骨折患者中可使

用心理护理路径以缓解患者的疼痛感。

在本文研究还发现，经过心理路径护理干预后

患者的焦虑以及抑郁情绪明显好转，积极接受治疗。

并且研究还表明，心理路径护理干预除了在患者住

院期间具有良好的效果外，在患者的出院后也有较

大的影响，患者出院 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康复情况

的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心理路径

护理干预对出院后患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减少对

患者的生活的影响。在临床上除了使用心理护理干

预之外，临床路径以及无痛管理临床路径对老年股

骨骨折患者也有较好的临床疗效［14］。

总而言之，心理护理路径能加快老年股骨骨折

内固定治疗患者髋关节的康复，缓解患者围手术期

疼痛感，以及负性情绪，促进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

可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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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104 6.75±2.51 1.24±0.32 3.51±1.56 2.26±1.21 2.12±0.85 1.3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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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补脾益气之效；神门穴属于心经气所注之处，针

刺之可养心安神；印堂属于经外奇穴，针刺之可镇静

安神；神庭穴、百会穴属于督脉经穴，可通过调节人

体阴阳平衡治疗精神异常病症 [9-10]。

综上，本研究表明：自拟解郁无忧汤联合调神养

心针刺法治疗 PSD 患者，疗效显著，可明显缓解临

床症状，显著减轻抑郁程度。必须指出的的是，PSD

患者抑郁情绪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压力、

病前性格、社会支持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这些

因素。而且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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