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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心理护理对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祁晓蓉 、 韩　梅 、 绽　娟 、 李晓英 、 韩秀花

【摘要】目的　探讨系统性心理护理对骨折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

取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基础护理组（n=40）和常规基

础护理联合系统性心理护理组（系统性心理护理组，n=40）两组。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疼

痛程度及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护理治疗后，系统性心理护理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均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 0.05），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显

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 0.05），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 0.05）。结论　系

统性心理护理能够有效缓解骨折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疼痛，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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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fracture　　QI Xiaorong，HAN Mei，ZHAN Juan，et al. Qingha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Xining 8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fractur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7 were selected，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utine basic nursing group（n=40）and routine ba-

sic nursing combined with system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system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n= 40）. The 

anxiety symptom，depression symptoms，pai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AS score，SDS score and the VAS score of the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than those of routine basic nursing group；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basic nursing group（P<0.05）. Conclusion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de-

pression and pain，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fracture，so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the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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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车祸事故日益增多，进而不断提

升了骨折发生率，手术治疗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治疗

方法，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二次手术。即便给予患者

保守治疗，短时间内也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心痛苦，促进患者产生一定程

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对患者的病情及预后造成严重

的不良影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1］。本研究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骨折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常规基础护理与常

规基础护理联合系统性心理护理对骨折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骨

折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

者均经 CT 等确诊为骨折，均有明确外伤史；排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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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1）骨折前有焦虑抑郁或其他精神障碍者；（2）
具有阳性精神病家族史者；（3）物质依赖者（烟草除

外）。采用随机数字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常规基础护理

组（n=40）和常规基础护理联合系统性心理护理组

（系统性心理护理组，n=40）两组。系统性心理护理

组患者中男性 32 例，女性 8 例，年龄 23~78 岁，平

均（43.4±3.3）岁。在骨折类型方面，12 例为股骨

骨折，8 例为肱骨骨折，8 例为尺桡骨骨折，7 例为

胫腓骨骨折，5 例为骨盆骨折；在文化程度方面，6
例为小学，29 例为初中，14 例为高中，11 例为大专

及以上。常规基础护理组患者中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24~78 岁，平均（44.1±3.5）岁。在骨折类

型方面，11 例为股骨骨折，9 例为肱骨骨折，9 例为

尺桡骨骨折，8 例为胫腓骨骨折，3 例为骨盆骨折；

在文化程度方面，5 例为小学，28 例为初中，15 例

为高中，12 例为大专及以上。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基础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基础护理，在患

者入院时将医院环境、主治医师、主管护士等介绍

给患者，督促患者进行床上大小便训练，术前对患

者进行皮肤护理，术后认真观察患者病情，指导患

者饮食，对其引流管、并发症等进行有效护理，督

促其进行功能锻炼等；系统性心理护理组患者接受常

规基础护理联合系统性心理护理，具体操作为：1）

系统性健康教育。责任护士将手术的目的、必要性、

手术方法、术中配合等相关注意事项介绍给患者，

在此过程中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患者对牵引

进行保护，使其保持完好，尤其是如果患者颈椎牵

引，则对前屈、后伸、旋转头部的现象进行严格的

避免，而如果患者用石膏固定，则对石膏固定位置

进行有效的保持，对改变体位、搬运过程中折断的

现象进行有效的预防。如果患者骨折内固定，则督

促其用患肢正常负重或承载的现象进行严格的避免，

以将植入物早期松动、断裂等的发生率降低到最低

限度，而如果患者骨折外固定，则为患者暴露的患

肢充分保暖，督促患者进行早期功能锻炼，以对肌

肉萎缩进行有效的预防等；2）精神鼓励。责任护士

应该对患者进行主动热情的关心，积极和患者交流，

对其进行引导，使其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然后表

示理解，使患者的合理要求得到尽可能的满足；3）

心理疏导。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清晰了解，然后

给予其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促进其不良情绪的减

轻，将听喜欢的音乐、阅读杂志等一些放松疗法教

给患者；4）家庭及社会支持。督促患者家庭及社会

积极关心支持患者，从而将良好的前提条件提供给

患者回归社会。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应用 Zung 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两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分值越高，表示焦虑或抑郁情绪越严重 
［2］。同时，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定两组患者

的疼痛程度，0 分、10 分分别评定为无痛、最痛 ［3］。

此外，自制问卷调查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总分 0~100 分，评分越高，，代表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0.0 分析数据，用（x±s）表示两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疼痛程度及护理满意度等

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 a=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系统性心理 

护理组（n=40）
常规基础 

护理组（n=40） t/χ2 P

性别 男性 32（80.0） 30（75.0） 2.71 >0.05

女性 8（20.0） 10（25.0）

年龄（岁） 43.4±3.3 44.1±3.5 1.886 >0.05

骨折类型 股骨骨折 12（30.0） 11（27.5） 1.32 >0.05

肱骨骨折 8（20.0） 9（22.5）

尺桡骨骨折 8（20.0） 9（22.5）

胫腓骨骨折 7（17.5） 8（20.0）

骨盆骨折 5（12.5） 3（7.5）

文化程度 小学 6（15.0） 5（12.5） 2.77 >0.05

初中 29（72.5） 28（70.0）

高中 14（35.0） 15（37.5）

大专及以上 11（27.5） 12（30.0）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

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之间的

差异均不显著（P>0.05），护理后系统性心理护理组

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

理组（P<0.05）；两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P<0.05），具体见表 2。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2 期- 346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况比较（分，x
±s）

组别 n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系统性心理护理组 40 护理前 42.4±5.3 42.3±5.9

护理后 35.1±5.3#* 35.4±5.3#*

常规基础护理组 40 护理前 42.5±4.0 42.1±5.1

护理后 39.4±4.6# 39.3±6.3#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基础护理组比

较，*P<0.05

2.3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护理满意度

比较

护理干预后，系统性心理护理组患者的 VAS 评分

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护理满意度评分

显著高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护理满意度比较（分，x±s）

组别 n VAS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系统性心理护理组 40 3.48±1.44* 90.8±5.0*

常规基础护理组 40 5.35±1.56 82.5±4.2

t 4.303 3.182

P <0.05 <0.05

注：与常规基础护理组比较，*P<0.05

3　讨论

抑郁属于一种负性情感体验，长期的抑郁对人

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进而

促进疾病的发生［4］。骨折患者的生活短时间内发生

了急剧改变，降低了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患者的饮食、更衣等日常活动及自我

价值，患者承受力极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疼痛症状也

加重了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并

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威胁［5］。因此，临床应该对

系统性心理护理进行积极的开展，从而有效缓解或

消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依据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情等给予患者个体化的心理护理，将良好的护患

关系建立起来，从心理上安慰和支持患者，将应对

应激的方法及技巧教给患者，从而促进患者焦虑抑

郁情绪的减轻［6-8］。相关医学研究表明［9-12］，情绪及

行为在认知的作用下产生，焦虑抑郁等异常情绪反

应在异常认知的作用下产生，通过积极和患者沟通，

向患者讲解相关医学知识能够促进患者认知水平的

提升及心理压力的减轻。本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性

心理护理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

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VAS 评分显著低于常规

基础护理组（P<0.05），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常

规基础护理组（P<0.05），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

一致，说明系统性心理护理能够有效缓解骨折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及疼痛，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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