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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股骨颈骨折术后康复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玲 

【摘要]目的：调查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家庭康复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设计，问卷调查安徽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 3年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已出院的 82例患者。采用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生存质量调查表、髋关节功 

能独立性评分表、老年抑郁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家庭康复需求调查表进行调查问卷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老年股骨颈 

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生存质量各领域低于社区正常老年人 ；抑郁程度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行走功能和 日常生活能力； 

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支持 ，影响患者的整体生存质量；对家庭康复的需求程度高者，亦即康复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患者，其生存 

质量、髋关节功能和功能独立性评分均较低。结论：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受心理状况、社会支持和康复需求 

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影响。住院期间应尽早开始康复训练和对家庭康复的指导 ；出院后定期随访，进行个体化、有针对性的康 

复训练指导和健康教育，是老年患者在家庭康复中最迫切的需要，将有利于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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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和 自主保护功能降低，易 

跌倒，跌倒后常出现股骨颈骨折。随着人工关节技 

术的不断改进，国内外学者对老年人股骨颈骨折多 

选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 目的是恢复患者的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行走能力，但术后肢体功能恢 

复的长期性，决定了康复的长期性和延伸性。同时 

为节约医院有限资源和减少患者的负担，加上不断 

缩短住院时间的趋势，患者大部分的功能康复训练 

必须在家中进行。为此应积极开展家庭功能康复研 

究，促进股骨颈骨折患者的家庭康复。本研究通过 

探讨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家庭康复的主要影响 

因素，旨在为老年股骨颈骨折及相关疾病术后患者 

的家庭康复提供理论指导。 

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 

况、经济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家庭情况等)；出 

院后一般情况(出院行走状况、睡眠状况、活动频 

度、活动项目、主要活动场所、出院后并发症、术后时 

间和同住者情况等)；健康状况量表；老年抑郁量 

表；社会支持量表；功能独立性测评量表 (FIM 量 

表)；家庭康复需求调查表。老年抑郁量表调查项 

目中包含7方面的症状：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 

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消极评 

价；0～10分正常，11～20分轻度抑郁，21～30分中 

重度抑郁。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或 ￡ )检验及 

直线相关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2 结果 

1．1 一般资料 2006年5月至2009年5月我科手 

术后出院的股骨颈骨折老年患者 132例，其中外省 

或联系不上者 14例，不愿意接受调查者24例，死亡 

l2例；实际调查 82例。男 28例，女 54例；年龄 

60～95岁。有配偶 者 占 75％；小 学 以上 文化 占 

56％。骨折原因86％为跌倒 ，10％为撞伤，4％为病 

理性骨折。内固定术和髋关节置换术各 占50％。 

出院时有 91％的患者仍卧床；术后能参加锻炼者约 

占1／4；活动场所以居室内为主。均无认知障碍；患 

者或家属具有小学或以上文化程度，能进行口头及 

书面沟通。以安徽医科大学 102名正常老年人的生 

存质量的评分作为对照组进行对照分析。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内容包括：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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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患者出院后家庭康复情况 老年股骨颈骨折 

术后患者随访时一般情况见表 1。对 82例患者进 

行生存质量测量。由于我国尚未见大规模人群和老 

年人群的生活质量测量，有关老年人调查无常模可 

以衡量 。结果显示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的 

生存质量中生理机能、生理职能、精力得分和社会功 

能方面均低于正常老年人(P<0．05一P<0．01)，而 

健康变化大于正常老年人(P<0．01)，其余各指标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患者出院后抑郁情况 结果显示，82例老年 

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后轻度抑郁 24例(29．3％)，中 

度抑郁5例(6．1％)，正常53例(64．6％)。 

2．3 患者出院后社会支持情况 老年骨折患者和 

正常老年人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上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3)。老年患者 

髋关节功能评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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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一般情况 

△示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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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均呈正相关关系(P<0．01)(见表4)。老年股 

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 FIM评分与社会支持总 

分和主观支持维度均呈正相关关系(P<0．01)，FIM 

评分 与客 观 支 持和 支 持利 用 均 无 相关 关 系 

(P>0．05)(见表5)。 

2．4 患者家庭康复情况 结果显示，老年患者具体 

的家庭康复需求从高到低排列出前十位最需要的项 

目，以亲属和医务人员的支持、康复信息和功能训练 

指导为主(见表6)。前 10位家庭康复需求未满足 

的项目中，以医务人员的帮助、康复信息和功能训练 

指导为主。“需要家人或亲属的帮助”未进入前 l0 

位，提示老年人对家人或亲属支持比较满意(见表 

7)。结果亦显示，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需求程 

度的高低对 FIM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8)。 

3 讨论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家庭康复受生理、心 

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生理因素包括患者的年 

龄、性别、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等 ；在心理方面， 

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现的抑郁症状成为康复阻碍 

的因素；社会因素包括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婚姻状 

况和社会支持等，不同程度的文化、经济、婚姻和社 

会支持直接影响着患者对家庭康复的理解和需求。 

目前，国内家庭康复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指导多局 

限在患者出院前进行，而相关文献 多集中在对 

表2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与正常老年人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S) 

△示￡ 值 

表3 股骨颈骨折术后老年人与正常老年人社会支持评分比较( ±s) 表 5 社会支持与患者出院后 FIM评分的相关分析 

表 4 社会支持与患者髋关节功能评分的关系(n=82) 

住院患者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调查，反映了我 

国社区康复存在的问题和开展家庭康复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3．1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生存质量低 

于正常老年人 本研究发现，老年骨折患者各领域 

生存质量低于正常老年人，尤其是生理机能、生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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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家庭康复中前 l0位最需要的项目 表 7 家庭康复中前 10位未满足的需求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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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需求满足程度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 FIM的影响 

能与社会功能方面(P<0．O1)。反映股骨颈骨折对 

患者的躯体健康、社会交往能力以及整体生活质量 

等方面有实质性影响。主要因为躯体上的行动障 

碍，多数患者不能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力；平时家 

人忙，加上朋友少，与老年人聊天和交谈的对象少， 

无人倾听其心中的苦闷，老年人情绪抑郁，导致生活 

质量的降低。精神方面，由于髋部疼痛、肢体功能障 

碍以及不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活动，使患者出现 

焦虑、抑郁和自卑。研究结果提示人们，不可忽视老 

年人的情感需求，要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去关心老 

年人，多陪伴老年人，使老年人消除寂寞和消极的心 

理，恢复积极的态度，提高生存质量。 

3．2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抑郁症状高 

于正常老年人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股骨颈骨折 

术后患 者抑郁 率达 35．4％ (其 中轻度 抑郁 占 

29．3％，中重度抑郁占6．1％)，比文献[6]报道的正 

常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 15％ ～25％高，比髋部骨 

折术后患者出现抑郁症状为 39．1％ 的数据低。 

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由于并发症的原因和患肢功能 

尚待恢复等原因引起舒适度的改变，同时行走障碍 

和日常生活自理水平低导致骨折老年人比正常老年 

人更容易发生抑郁症状 。抑郁症状使老年人更 

加孤独，对功能训练失去希望和信心，会产生对精神 

运动的抑制，动作迟缓，不愿行走和活动，严重影响 

功能康复。通过给予老年人有效的心理和社会支 

持，以提高老年人心理功能的整体水平，增强老年人 

适应生活的能力，可以降低其抑郁症状的发生率。 

3．3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患者出院后社会支持情 

况 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增加社会支持 

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改善。本研究结果显示， 

(1)股骨颈骨折患者由于躯体上的行动障碍，大多 

数不能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力，仅限于家中活动， 

忽视社会网络和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加上精神 

上的自卑，客观支持分降低；(2)主观支持变化不 

大，说明老年人是社会的特殊人群，他们得到的社会 

支持较一般人群好，他们在社会受到尊重，同样，他 

们都在意主观支持，所以，主观支持的得分相差不 

大；(3)支持利用程度增高，提示患者情感上的抑郁 

和康复需求，愿意并希望他人提供帮助和支持。 

3．4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出院后康复需求情况 

表 6的结果显示，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具体的家庭 

康复需求从高到低排列出前 10位，以他人支持、康 

复信息和功能训练指导为主。康复需求的满足可提 

高老年患者的生存质量。老年人年龄越高，体质越 

差，合并症越多，需要卧床的时间长，而且伤后心理 

承受能力差，患者更需要家庭的帮助。所以他们对 

他人支持的维度需求最高，其中“需要家人或亲属 

的帮助”占100％，提示老年患者对获得他人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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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远远超过对其他方面的需求。 

同样，前 l0位家庭康复需求未满足的项 目中， 

以康复信息、他人支持和功能训练指导为主，提示了 

患者对康复需求最高百分率的项 目，同时也是康复 

需求未满足百分率高的项目。从需要康复信息排第 

二，行走训练和关节功能训练分别排第三和第四位， 

而“需要医务人员的帮助”位于家庭康复需求未满 

足的第一位的结果说明，患者认为术后能重新恢复 

行走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如何处理术后并发症带 

来的问题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提示老年股骨颈骨折 

术后缺乏的正是系统的、专业的康复指导，缺乏来自 

医务人员的帮助和支持。此现状 国内已有相关 

报道 。 

3．5 对护理工作的启示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术 

后睡眠质量的好坏是反映家庭康复的敏感指标，可 

反映患者生理、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后可对影 

响睡眠的因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康复需求满足程度 

对康复有影响，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手术方式、术 

后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康复需求，针对性地制定患 

者的出院健康教育和功能康复计划；社区工作人员 

应根据患者的需要，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项目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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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康复指导；同住者和主观支持对老年人的家庭康 

复起重要的作用，医务人员应提醒患者及家属术后 

3个月是行走功能康复的重要阶段，帮助患者充分 

利用社会各方面所给予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 

支援，获取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抑郁症状明显阻碍功 

能康复，要加强心理护理，避免抑郁的发生和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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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硬联合麻醉分娩镇痛术后不良反应的观察及护理 

黄 蕙。桂 芳 

[摘要]目的：探讨腰硬联合麻醉(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CSEA)分娩镇痛术后的不良反应及有效的护理措施。方 

法：采用 CSEA分娩镇痛的产妇 130例为观察组，无分娩镇痛的产妇 130例为对照组。观察两组产妇术后会阴切口疼痛情况 

及尿潴留和低血压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产妇术后会阴切口疼痛、尿潴留和低血压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结 

论：CSEA分娩镇痛存在不足之处，临床上应加强术后观察，积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防止和减少因分娩镇痛引起的不良反应。 

[关键词]分娩；镇痛 ，产科；不 良反应；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14．3 [文献标识码]A 

腰 硬 联 合 麻 醉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CSEA)分娩镇痛(无痛分娩)，是目前运 

用最广泛、效果比较理想的一种分娩方式，减轻了产 

妇分娩过程中的恐惧及疼痛，降低了剖宫产率。我 

科于2008年12月开始应用无痛分娩，深受广大产 

妇及家属的欢迎，但在术后的护理中发现，无痛分娩 

与正常分娩相比，产妇会阴切口疼痛加剧，尿潴留和 

低血压发生率较高。现将l临床观察及护理体会作一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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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 l2月至2009年2月在我 

科住院分娩的足月妊娠、初产、单胎、头位、无合并 

症、无阴道分娩及麻醉禁忌证，年龄22～35岁，孕周 

37—41̈ 周，自愿要求分娩镇痛前提下再经严格筛 

选的 130例产妇作为观察组，随机抽取同等条件无 

分娩镇痛的 130例产妇为对照组。两组产妇的年 

龄、孕周、产后出血量等均具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产妇产程进入活跃期，子宫口开 

达3 cm时，左侧卧位，经 L：一，或 L3一 椎间隙行硬膜 

外穿刺成功后，通过硬膜外穿刺针置人25 G腰穿针 

行蛛网膜下腔穿刺，鞘 内注入 0．2％罗 哌卡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