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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与微信健康教育对股骨粗隆间骨折

围手术期护理质量的影响

李士敏,陈双凤,倪路阳,王摇 玲,张世东

[摘要]目的:探讨微视频和微信健康教育对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人围手术期护理质量的影响。 方法:纳入实行股骨近端防旋髓

内钉手术的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32 例)和观察组(32 例)。 在实施围手术期传统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对照

组实行微信健康教育,观察组实行微视频健康教育,于术后 1 周对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生活质量、功能锻炼依从性以及健康

宣教时间、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病人在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自护技能、健康知识掌握等维度的评分均较对

照组明显提高(P < 0. 01),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及环境领域等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观察组

功能锻炼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 < 0. 05),健康教育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 < 0. 01),而 2 组病人住院期间护理满意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微视频健康教育与微信健康教育相比能更有效提高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人自我护理能力和功能

锻炼依从性,改善病人生活质量,并有效缩短健康宣教时间,提高宣教效率,增加病人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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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股骨粗隆间骨折正

逐步成为影响民众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之一。 最新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股骨粗隆间骨折占全部髋部骨折

的 17. 1% [1],以 71 ~ 80 岁老年人所占比例最高

(45. 5% ) [2]。 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人围手术期健康

教育内容较多,使用传统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宣教需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影响健康教育的效率及

效果,成为临床护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随
着手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有研究者探讨

利用微信作为交流平台对骨折病人实施健康教育并

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3]。 但微信健康教育多侧重

于文字和图片说明,缺乏直观性,且对于文化水平低

的病人存在诸多不便。 目前微视频健康教育作为一

种全新教育模式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其
具有可视性、易操作等特点,与传统健康教育相比具

有明显优势[4 - 5]。 本研究就微视频健康教育在股骨

粗隆间骨折围手术期护理应用效果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我科收治的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针手术的 64 例股

骨粗隆间骨折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32 例)和对照

组(32 例)。 对照组男 13 例,女 19 例,年龄(74. 66
依 8. 92)岁;观察组男 11 例,女 21 例,年龄(78. 75 依

7. 65)岁。 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入组标准:
(1)新发股骨粗隆间骨折;(2)无严重呼吸、循环功

能障碍及肝肾功能异常;(3)无精神、智能异常;(4)
病人能够独立或在帮助下操作、观看微信和微视频;
(5)能配合功能锻炼及满意度调查;(6)知情同意。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在传统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实行

围手术期微信健康教育。 建立微信群,纳入科护士

长、骨科专科护士、责任护士及高年资主治医师等。
查阅股骨粗隆间骨折围手术期护理相关文献及图文

资料,筛选、编辑后传送到微信群。 病人入院后常规

进行传统健康教育(入院健康教育,介绍疾病及围

手术期相关知识,指导功能锻炼,进行心理护理及出

院指导等),并纳入微信群,由责任护士指导利用微

信分期、按步骤学习围手术期相关知识。 微信群内

医护人员 24 h 接受咨询和解答疑问。 观察组在传

统健康教基础上应用微视频进行围手术期健康教

育。 病区成立由护士长、骨科专科护士、责任护士、
高年资主治医师组成的研究小组,结合股骨粗隆间

骨折围手术期相关文献、资料,以科内志愿者为模特

制作微视频。 微视频以“股骨粗隆间骨折冶围手术

期时间节点进行拍摄,包括:疾病介绍、术前并发症

的预防与护理、术前功能锻炼、手术介绍、术前准备、
手术当日准备、术后 6 h、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 由

研究小组负责对本病区的 6 名责任护士进行培训 2
课时,每课时 30 min。 培训内容包括微视频相关知

识、股骨粗隆间骨折健康教育的时机和流程等。 培

训结束后统一考试,选择考试合格的责任护士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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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组。 责任护士按照围手术期的时间节点和病

人的情况予以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流程和时机统

一,再根据病人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点宣教。 为便于

病人观看、学习,将微视传输给病人。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自我护理能力:采用自我护理

能力测定量表(ESCA) [6],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自
我概念、自护责任感、自护技能和健康知识掌握)共
43 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分制计分,由“非常

像我冶到“非常不像我冶分别给予 5 ~ 1 分。 维度和

量表计分为条目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病人的自护

能力越强。 (2)生活质量测定: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 - BREF) [7],分
别从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环境领域

等四个维度对病人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各领域得分

通过计算其所属条目的平均分再乘以 4 得到,得分

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3)功能锻炼依从性:采
用自制功能锻炼依从性量表对病人依从性进行评

定。 该量表根据文献及我科实际情况,由 3 名骨科

专家指导下制定(效度 0. 927)。 量表共设定 14 个

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从“完全做到冶到“根本

做不到冶依次给予 4 ~ 1 分,量表计分为条目平均

分,得分越高表明依从性越高。 (4)健康教育时间:
包括疾病的介绍、术前并发症的预防与护理、术前功

能锻炼、手术介绍、术前准备、手术当日准备、术后

6 h、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由研究小组记录、汇总、
统计。 (5)满意度调查:参考既往文献并结合我科

特点制订病人满意度调查问卷(效度 0. 935),每份

问卷共设定 10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从“非常满意冶到“不满意冶依次计 5 ~ 1 分,量表

计分为条目平均分。 所有量表于病人出院前 1 d,在
充分告知下由病人自行填写或家属协助填写,均有

效收回。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病人在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自护技

能、健康知识掌握等维度的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提

高(P < 0. 05 ~ P < 0. 01)(见表 1),在生理领域、心
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及环境领域等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P < 0. 01) (见表 2)。 观察组功能锻炼

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 < 0. 05),健康教育时间较对

照组明显缩短(P < 0. 01),而 2 组病人住院期间护

理满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表 1摇 2 组病人自我护理能力比较(ni = 32;x 依 s)

分组 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 自护技能 健康知识掌握

对照组 3. 50 依 0. 63 3. 27 依 0. 55 3. 32 依 0. 69 3. 47 依 0. 74

观察组 3. 90 依 0. 52 3. 59 依 0. 65 3. 74 依 0. 41 3. 84 依 0. 35

t 2. 77 2. 13 2. 96* 2. 56

P <0. 01 < 0. 05 < 0. 01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表 2摇 2 组病人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i = 32;x 依 s)

分组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对照组 12. 68 依 2. 43 12. 38 依 1. 98 11. 04 依 2. 77 12. 11 依 1. 97

观察组 14. 18 依 2. 28 13. 92 依 1. 99 13. 00 依 2. 79 13. 30 依 2. 16

t 2. 55 3. 10 2. 82 2. 30

P <0. 05 < 0. 01 < 0. 01 < 0. 05

摇 表 3摇 2 组病人功能锻炼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及健康教育

时间比较(ni = 32;x 依 s)

分组
功能锻炼

依从性 / 分
健康教育

时间 / min
护理

满意度 / 分

对照组 3. 37 依 0. 22 81. 59 依 3. 89 4. 78 依 0. 13

观察组 3. 50 依 0. 20 69. 06 依 4. 70 4. 87 依 0. 99

t 2. 47 11. 62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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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示 t忆值

3摇 讨论

3. 1摇 微视频健康教育对病人的影响摇 股骨粗隆间

骨折病人健康教育内容繁多,加之病人处于病痛之

中,活动受限,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及掌握。 将

微视频传送给病人后,病人可以反复观看加深印象,
有效减少遗忘现象。 病人在使用微视频过程中,可
以通回放、快进以及放大等方式自由查看,有利于对

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 而且病人之间也可以相互学

习,交流心得,从而进一步巩固健康教育的效果,有
利于增强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 病人出院后,在没

有医护人员指导情况下,利用微视频仍能进行自我

健康教育及指导,使健康教育得以延续。 本次研究

中,使用微视频进行健康教育后,观察组病人的自我

概念及自护责任感增强,自护技能提高,对健康知识

掌握增加,表明微视频健康教育对病人的自我护理

能力具有明确的提升作用[5]。 本实验结果还显示

观察组病人功能锻炼依从性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微

视频健康教育以视听方式,由模特演示并配以讲解,
为病人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健康指导,方便易懂,
有利于病人对健康教育的理解,增强病人自信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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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病人的配合度和依从性[8 - 9]。 功能锻炼依从性的

提高有利于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愈合和康复,进而提

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中观察组病人生活质量测定各

维度评分均较对照组增加,表明微视频健康教育在

疾病转归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了股骨粗隆间骨折

病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3. 2摇 微视频健康教育对护理工作的影响摇 健康教

育是对骨折病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护理工作,内容繁

多,包括疾病介绍、术前准备、手术前后并发症的预

防与护理、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多方面内容,使用

传统健康教育方式需要花费宣教护士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10]。 而且由于宣教护士的认知水平、沟通能

力、性格特质、思维方式及语言特点的不同,其健康

教育的方式、内容以及细节上存在差别,进而影响宣

教效果[11]。 微信健康教育虽然在内容上具有统一

性,可以重复观看学习,但由于其不具有直观性,加
之病人自身特质及知识水平的不同,其对健康教育

内容的理解、掌握能力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宣教效果

参差不齐。 而微视频是按照围手术期的各个时间节

点进行拍摄后传送给病人,内容统一、直观,能较好

地解决因宣教护士和病人原因导致的宣教结果的差

异。 微视频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反复点击,随时随地

播放,对于年龄较大、理解力、记忆力下降的病人更

为实用,可以有效避免因重复宣教导致的时间、人力

的浪费,减少护士的宣教时间及工作量,从而提高健

康教育效率。 从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与微信健康

教育相比,微视频健康教育所用时间明显减少。 朱

薇[12]在应用微视频进行健康宣教中也得出类似结

果。 此外,微视频健康教育能够切实帮助病人更好

的认知疾病,解决病人围手术期面临的多种问题,促
进疾病转归,改善预后,因此更容易得到病人的认同

和接受[13]。

综上所述,微视频健康教育能为股骨粗隆间骨折病

人提供更为有效的健康教育和指导,有利于提高股

骨粗隆间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增加病人功能锻炼

依从性,改善病人生活质量。 并有效减少健康教育

时间。 因此,微视频健康教育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健

康教育方式,值得临床推广。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居家宝,张培训. 髋部骨折流行病学特点:单中心 1397 例分

析[J] . 实用骨科杂志,2019,25(7):592.
[2] 摇 姬晨妮,陈伟,朱燕宾,等. 京津唐地区 1583 例老年股骨转子

间骨折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J / CD]. 中华老年骨科与康复电

子杂志,2015,1(1):45.
[3] 摇 陈立英,王亮,陈帆. 微信教育在骨质疏松骨折患者延续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J] .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8,24(3):340.
[4] 摇 薛娟,谢敏,刘丹,等. 泌尿系结石住院患者健康教育微模式

探究[J] . 护理学杂志,2018,(33)21:82.
[5] 摇 银广红,杨志敏,刘伯芬,等. 微视频在创伤骨科延伸护理中

的应用[J] . 当代护士(中旬刊),2019,26(17):138.
[6] 摇 WANG HH. LAFFREY SC.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instruments to measure sclf - care agency and social support of
women in Taiwan[J] . Kaohsiung J Med Sci,2000,16(9):459.

[7] 摇 郝元涛,方积乾.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中文版介

绍及其使用说明[J] . 现代康复,2000,4(8):1127.
[8] 摇 宋娜. 健康教育微视频对精神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J] .

当代护士(中旬刊),2019;26(32):120.
[9] 摇 王丽. 微信视频在自我清洁间歇导尿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J] . 中华护理教育,2018,23(11):824.
[10] 摇 孔月,张蕾,王龙平. 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围术期个体化护理

的临床观察[J] . 医药前沿,2017,7(2):232.
[11] 摇 周杰楠,黄伶智. 心血管内科护士开展心脏康复健康教育的

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J] . 当代护士 (中旬刊),2019,26
(23):167.

[12] 摇 朱薇. 乳房自检二维码微视频宣教在有乳腺癌家族史患者中

的应用[J] . 中国乡村医学,2019,26(16):55.
[13] 摇 陆朝蓉,谭思源,黄平,等. 微视频术前访视对腹腔镜手术患

者焦虑情绪的影响[J] .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7,14(15):80.

(本文编辑摇 刘梦楠)

131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年 8 月第 45 卷第 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