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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功能锻炼在微创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何翠环,储小桃,李摇 蕾,曹摇 澍,邵摇 松

[摘要]目的:探讨个性化功能锻炼在微创全关节置换病人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全髋关节置换手术病人 31 例,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14 例和干预组 17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护理措施,干预组行个性化功能锻炼。 比较 2 组病人术后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ADL)评分、髋关节功能(Harris)评分、满意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以评价护理效果。
结果:干预组术后第 1、3、5 天的 AD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的 ADL 评分(P < 0. 05 ~ P < 0. 01),干预组出院日 Harri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 01),但 2 组术后 1 个月 ADL 评分、Harri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组病人住院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5),住院时间和人均住院总费用均低于对照

组(P < 0. 05)。 结论:个性化功能锻炼应用于微创全髋关节置换,能促进病人术后早期髋关节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时间、节约

医疗资源,提高病人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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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during recovery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total hip arthroplasty

HE Cui鄄huan,CHU Xiao鄄tao,LI Lei,CAO Shu,SHAO So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Lu忆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College,Lu忆an Anhui 23700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during recovery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total hip arthroplasty. Methods:Thirty one patients treated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14 cases) and intervention group (17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nursed with
conventional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asures,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nursed with 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The
postoperative daily life self鄄care ability(ADL) score,hip joint function(Harris) score,satisfaction rate,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length of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expen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which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nursing
effects. Results:The ADL scores in intervention group on the first,third and fifth day after surger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t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s(P < 0. 05 to P < 0. 01),the Harris score in intervention group on the day of discharg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DL score and Harris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1
month of surgery(P > 0. 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 The hospitalization satisfaction in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total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per capita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in minimally invasive total hip arthroplasty can promote the
early recovery of hip function,reduce the length of stay,save medical resource and improve patients忆 satisfa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total hip arthroplasty;rapid rahabilitation;individualized functional exercise

摇 摇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是治疗老年髋关节疾病常

见的治疗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解除病人的髋关节

疼痛,恢复和改善髋关节功能[1 - 3]。 直接前侧入路

相对于传统后入路的术式,没有破坏关节囊后侧结

构,假肢关节固定牢固,降低了术后早期脱位率,肢

体肿胀轻、疼痛小,使得病人术后能够更早、更完全

地进行关节功能锻炼[2 - 4]。 然而临床骨科护士对术

后早期下床活动认知欠缺[5],缺乏系统的髋关节置

换术功能锻炼培训、知识缺乏,无质量指标的考

核[6],另全髋关节置换术多半为老年人,缺乏锻炼

的自我管理信心,锻炼障碍[7]。 传统人工全髋关节

置换术功能锻炼无系统的评价指标,欠缺多学科合

作性,执行中存在依从性差,康复训练不到位现象。
以循证医学为原则,制定个性化功能锻炼方案,细化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过程的各个环节,促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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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极有必要性。 我科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11
月,采用微创(直接前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31
例,实施个性化功能锻炼方案,以求促进微创髋关节

置换手术病人自理能力恢复,降低并发症,缩短住院

时间。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31 例中男 14 例,女 17 例;年龄

36 ~ 80 岁;股骨头坏死 10 例,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6
例,股骨颈骨折 15 例。 所有病人排除明显手术禁忌

后均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单侧全髋关节置换术。 采

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干预组 17 例和对照组 14 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快速康复护理措施,干预组在此基础

上实施个性化功能锻炼。 2 组病人的年龄、性别、基
础疾病、手术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情况比较

分组 n
年龄

(x 依 s) / 岁
男 女

基础疾病

股骨头坏死摇 骨性关节炎摇 股骨颈骨折摇

干预组 17 65. 71 依 10. 75 6 11 5 1 11

对照组 14 64. 14 依 8. 39 7 7 5 5 4

字2 — 0. 45吟 — 5. 70

P — >0. 05 0. 48* > 0. 05

摇 摇 吟示 t 值;*示 Fisher 确切概率法

1. 2摇 干预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按常规开展微创全髋关节置换的

护理。 入院后即评估病人的心理状态、营养、睡眠、
疼痛,按需给予护理,术后功能锻炼方法:第 1 天指

导踝泵运动;术后第 2 天指导股四头肌舒缩训练、抬
背抬臀运动;术后第 3 天进行直腿抬高练习、屈髋屈

膝练习、髋关节外展练习,且屈髋要 < 60毅;术后第

4 ~ 7 天协助病人床旁活动。 术后 3 个月内下肢内

收不超过身体中线,尽量避免屈髋 > 90毅。
1. 2. 2摇 干预组摇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由快速康复团

队制定个性功能锻炼计划,给予主动护理。 该团队

有病区护士长、主管医生、责任护士组成。 病区护士

长负责对个性化功能锻炼计划的监督和调控;主管

医生负责向病人及护士交待术后愈合过程和时间,
制定锻炼康复计划;责任护士负责指导并协助病人

执行康复计划。
1. 2. 2. 1摇 术前个性化功能锻炼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摇 利用微创(直接前方入路)全髋关节置换的 3D 打

印模具,帮助病人及家属了解直接前方入路全髋关

节置换的具体情况,强调该手术方式较传统的后入

路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优势所在,让病人明白术后早

期的功能锻炼可行性及必要性,并演示术后功能锻

炼的步骤及方式,说明不同功能锻炼方法的时间点、
原理及可能使用的辅助用具;入院评估病人的营养

状况,鼓励高蛋白、高营养物质摄入,术前夜 24:00
时口服我院自制的素乾饮品(12. 6% 麦芽糊精果

糖,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500 mL,动态跟踪

手术日具体手术时间,增强舒适感,确保术前间隔

2 h能再次口服饮品 250 mL;加强心理护理。
1. 2. 2. 2摇 术后个性化功能锻炼计划的制定及实施

摇 当天麻醉清醒后控制疼痛即可进行患髋被动屈伸

功能锻炼,术后第 1 天开始无体位限制下主动下床

活动。 (1)疼痛的干预:术后 1 h 静息疼痛采用视觉

模拟评分法(VAS)评估疼痛,评分臆3 分,合适体位

安置,按照血液回心方向自足部至大腿按摩 15 min,
促进血液循环,手术区外侧冷敷 15 ~ 20 min,间隔

2 h,再次按摩,冷敷,促进局部消肿。 术后待麻醉清

醒,在护士的指导下超早期锻炼,活动疼痛评分达 4
~ 6 分,停止运动,依据上述处理,休息 30 min 续评

估疼痛,不缓解或疼痛评分达到 7 分,阿片类药物镇

痛。 以病人不感觉中度疼痛、过度疲劳为宜。 (2)
锻炼干预:术后待麻醉清醒,在护士的指导下,超早

期进行踝泵运动、股四头肌舒缩练习、腓肠肌的被动

挤压锻炼,病人可自由翻身,除严禁盘腿动作外,无
需特殊防脱位体位和措施[2,8]。 术后第 1 天,锻炼

范围增大,指导病人进行单腿抬臀、直腿抬高练习,
引体向上运动,髋关节外展练习,每组功能锻炼每日

3 ~ 5 组,每组 10 ~ 20 次。 身体条件允许,可协助病

人助行器辅助床旁活动。 术后第 2 天,上述运动基

础上,协助病人髋外展抗阻力运动,并指导病人站立

位的髋关节外展运动:病人取站立位,抬头挺胸,双
上肢自然下垂,健侧身体侧对床尾或与靠背椅旁相

互垂直 90毅,且与床尾或靠背椅间隔一定距离,以接

近病人一只脚的长度为宜,健侧单手用力扶住物体,
健肢呈站立状态,患肢作向外移动并打开至 45毅左
右,达最大限度维持 3 ~ 5 s,慢慢收回至原位放松休

息。 依此循环进行,一般情况下每日 3 ~ 5 组,每组

10 ~ 20 次。 责任护士每日两次指导并督促病人进

行上述功能锻炼,每次锻炼后由责任护士填写锻炼

的方法并签名,病人确认后签名。 (3)饮食干预:术
后 2 h 无特殊不适,即可流质饮食,逐渐过渡正常饮

食,尽早进食。
1. 2. 2. 3摇 出院个体化功能锻炼指导 于出院前 24 h
对病人进行出院功能锻炼指导。 发放并指导病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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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髋关节置换病人术后功能锻炼表冶并记录每日

功能锻炼情况及日常活动情况,告知病人准确复诊

时间和地点。
1. 2. 2. 4摇 随访和复诊摇 病人出院时由责任护士发

放 Harris 评分表和满意度调查问卷,病人填写后当

面收回。 出院后对病人进行电话随访,调查其关节

活动功能,提醒病人循序渐进完成功能锻炼计划,并
督促病人书写每日活动笔记,询问病人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解答病人的疑向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建

议。 复诊时再次评估病人的关节功能及日常生话能

力,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病人填写后当面收回。 查

看每日活动笔记,根据病人的实际功能调整功能锻

炼计划。
1. 3摇 评价方法摇 观察记录 2 组病人术后第 1 天、第
3 天、第 7 天及 1 个月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出
院日、术后 1 个月关节功能评分,术后病人满意率、
髋关节 Harris 功能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日常

生活能力评分从进餐、洗澡、修饰、穿衣、可控制大

便、可控制小便、用厕、床旁椅转移、平地行走 45 m、
上下楼梯评分,评分越高说明生活能力越强。 病人

满意度于术后第 3 天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总
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病人越满意。 髋关节

Harris 功能评分从疼痛、功能、关节活动范围、畸形

四个方面进行调查,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说明关节

功能越好。 术后围手术期常见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

脉血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褥疮、便秘、置换

关节中重度疼痛等。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Fisher 确切概率法

和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术后 ADL 评分及满意度比较摇 干预

组病人术后第 1 天、第 3 天及第 7 天 ADL 评分高于

对照组,术后第 3 天病人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术后 1 个月 2 组 ADL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差异(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术后 ADL 评分及满意度比较

分组 n
ADL 评分(x 依 s;分)

摇 摇 术后第 1 天摇 摇 摇 摇 摇 术后第 3 天摇 摇 摇 摇 摇 术后第 7 天摇 摇 摇 摇 摇 术后 1 个月摇 摇
满意率 / %

干预组 17 50. 00 依 10. 61 59. 71 依 5. 15 68. 82 依 5. 74 95. 88 依 4. 76 15(88. 24)

对照组 14 38. 57 依 3. 36 55. 67 依 4. 75 54. 64 依 6. 03 91. 79 依 13. 39 8(57. 14)

t — 4. 19 2. 25 6. 69 1. 09 3. 88*

P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Fisher 确切概率法

2. 2 摇 2 组病人术后髋关节功能评分及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摇 干预组出院日髋关节 Harris 功能评分

高于对照组 (P < 0. 01),术后 1 个月 2 组髋关节

Harris 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2 组并

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术后髋关节功能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分组 n
髋关节 Harris 评分(x 依 s;分)

摇 摇 出院日摇 摇 摇 摇 术后 1 个月摇
并发症发生率

[n;百分率(% )]
干预组 17 66. 76 依 5. 89 79. 94 依 4. 37 1(5. 9)
对照组 14 53. 00 依 10. 21 76. 79 依 8. 60 3(21. 4)

t — 4. 47 1. 24 —
P — <0. 01 > 0. 05 0. 30*

摇 摇 *Fisher 确切概率法

2. 3摇 2 组病人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摇 干预组住

院时间、人均住院总费用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见表 4)。

3摇 讨论

摇 摇 微创(直接前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个性化功

能锻炼是指在循证医学原则下,紧密联系病人围手

术期的病理、生理、心理变化,融医疗、护理、康复锻

炼、营养、疼痛为一体的集束化康复护理,符合快速康

复护理理念[9],减轻病人痛苦,降低并发症,尽早恢复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缩短住院时间和减少住院费用。

表 4摇 2 组病人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x 依 s)

分组 n
住院

时间 / d
人均住院

总费用 / 万元

干预组 17 10. 38 依 3. 01 3. 01 依 0. 13

对照组 14 13. 45 依 4. 04 3. 97 依 0. 32

t — 2. 42 11. 32

P — <0. 05 < 0. 05

摇 摇 针对病人自身情况实施身心整体护理,注重减

轻疼痛,满足机体能量需要,增进病人自信,促进病

人舒适的情况下进行功能锻炼。 主要体现在:(1)
术前护理评估。 包括病人的心理状态、营养和睡眠

状况等;促进营养摄入,术前夜与术日[10]、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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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11]优化进食方案,增进病人营养摄入,减轻机体

的消耗,增加体力,为锻炼提供保证;利用 3D 打印

模型帮助病人和家属明白了术后早期的功能锻炼可

行性及必要性,并指导分阶段锻炼的配合,根据病人

的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术前适应性功能锻炼计

划,提前教育锻炼方法,增强病人自信,减轻恐惧,避
免锻炼过程的障碍,提高锻炼依从性[7]。 (2)疼痛

的干预。 规范降低静息锻炼与活动锻炼疼痛的具体

措施落实[12],病人疼痛小,锻炼配合,减少机体消

耗,体力旺盛。 另冷敷减轻局部渗出水肿,促进伤口

愈合。 (3)个性化功能锻炼。 以循证医学为原则,
紧密联系病人围手术期的病理、生理、心理变化,以
减少手术病人生理和心理创伤,从而达到术后快速

康复和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目的。 个性化功能锻

炼时间节点、步骤、病人接受的频率、持续时间、锻炼

效果、遵医行为均经过循证医学证明是可行的和有

效的,优化为护理流程路径和表单,督促护士和病人

实施和执行,方便护士长管理。
个性化功能锻炼方案实施应依据病人躯体实际

情况以及影响髋关节活动的因素[13],在加强心理教

育,注重营养,减轻疼痛同时,制定康复初期功能锻

炼的细则,包括规范肌群、关节的锻炼频率、强度、范
围,遵循病人能耐受的底线,提高病人锻炼依从性,
便于疾病康复。 本研究干预组术后早期第 1、3、7 天

的 AD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的 ADL 评分

(P < 0. 05 ~ P < 0. 01),干预组出院日 Harris 评分高

于对照组(P < 0. 01),病人术后生活自理能力提高,
满意率较对照组高(P < 0. 05)。

急性期在无痛的基础上进行肌力训练和辅助装

置下的步态训练可以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肌肉的力

量,继而避免早期步态异常对远期功能造成的影

响[14]。 本研究中所有病人围手术期均未发生伤口

感染、关节僵硬、深静脉血栓,干预组围手术期常见

的肺部感染、便秘、泌尿系感染、置换髋关节中重度疼

痛等并发症比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干预组住院时间和人均住院总费用均低于

对照组(P <0. 05),缩短了住院时间,节约医疗成本。
个性化功能锻炼在直接前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

后康复的注意事项:(1)遵循序渐进的原则,先静息

运动,后床边,再病室运动;先被动运动,再主动运

动;先肌肉、肌群,再关节;先小范围再扩展大范围。
频率逐渐增加,规范化的锻炼范围以及强度,降低肢

体肿胀,促进手术肢体血液循环,降低深静脉血栓形

成,加速肢体活动恢复,避免术后患肢肢体僵硬[15]。

(2)注意个体差异,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手术效果

制定方案,取得家属的配合。 康复锻炼期家人的支

持和帮助有利于增强病人的韧性水平,从而使病人

住院和出院后均能坚持功能锻炼,促进早日康

复[16]。
总之,随着快速康复理念的推进,护理方案应当

结合手术方式进行改进,才能更好地促进病人的快

速康复,不能盲目地要求病人早期功能锻炼,而应根

据病人身体状况、耐受情况、手术效果,增进营养,减
轻疼痛,选择个性化功能锻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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