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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u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omatology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 = 50) and control group (n =
50).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basic nursing and physic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specific conditions.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outine basic nursing and physical nursing. After 4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at dischar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clinical nursing,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condition improved. Among
them,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overed more quickly, and the patients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care of the medical staff and the mental health was more positiv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overed more slowly and had higher complication rat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can be enhanced by the dual
nursing of clinical physic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t not only can promot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recovery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e rate, but also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establish a good hospital and departmental reputation. Therefore, doubl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has a certain clinical value. It is worth wid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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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躯体护理和心理护理的双重护理干预对脊柱骨折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自2016年1月~2017
年3月收治于我院的100例脊柱骨折住院病人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 = 50)和对照
组(n = 50)，观察组进行常规基础护理及躯体护理，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予以心理护理，对照组仅进
行常规基础护理及躯体护理，4周后比较两组病人的临床疗效、心理健康状况及出院时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经过4周时间的临床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病情均有所改善，其中观察组的患者恢复的较为迅速，并
且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护理表示十分满意，心理健康状况较为积极。而对照组患者的术后恢复速度较慢，
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消极情绪明显。结论：利用临床躯体护理及心理护理的双重护理来加强对脊柱骨折
患者的护理干预，不仅可促进病情恢复改善预后，提高了临床治愈率，而且提升了患者满意度，为医院
和科室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因此，脊柱骨折患者的双重护理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推广和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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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交通运输和工业的发展，意外事故或多种暴力损伤常导致多节段的脊柱骨折[1] [2]。脊柱骨折又
称脊椎骨折，约占全身各类骨折的 5%~6%。脊柱骨折多由间接暴力引起，如车祸、高处坠落伤等所造成
的过伸型骨折及屈曲型骨折；脊柱骨折常并发脊髓神经损伤或马尾神经损伤，严重时可导致患者瘫痪或
者死亡[3]。McArdle 指出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常常一起发生[4]。因此，对患者进行医治时，不仅要注意
给予患者一般的躯体护理，同时应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积极提供切实可行的心理护理，进行适当的心
理干预，注意心理健康问题，因为根据临床长期观察来看，很多脊柱骨折患者，尤其是合并脊髓神经损
伤等其他问题的患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应激反应，这些负面情绪不利于患者的康复，也不利于医患
关系的和谐发展。因此，在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同时注重心理护理，对脊柱骨折患者实施双重护理是有一
定的临床意义，为探讨双重护理对脊柱骨折患者预后的影响，现汇报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对象
所有患者均来自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脊柱骨折患者，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诊断，已
确诊为不同类型的脊柱骨折。并已排除意识障碍等情况。共 100 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52 例，平均年龄
45 岁；女性患者 48 例，平均年龄 43 岁。在所选的 100 例患者中伴肋骨骨折 3 例，其余伴有不同程度的
皮肤软组织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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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根据患者的入院时间随机的分成两组，其中观察组 50 例，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平均年
龄 43.4 岁，对照组患者 50 例，其中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平均年龄 44.2 岁；经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间的性别，年龄等无显著差异(P > 0.05)。患者入院后及时利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等调查工
具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系统评估，以充分了解脊柱骨折患者的心理状况。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使
用统一的指导语，按各量表的评定要求进行指导，受试者独立完成问卷。该问卷采取无记名形式，当场
收回。对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细致地评估后，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护理对策及专科躯体护理；而
对照组患者仅进行常规的临床躯体护理，观察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具体状态，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
价分析。
1)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包含 90 个项目可概括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攻击
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划分为五级评分，0 从无，1 轻度，2 中度，3 相当重，4 严重。
该量表用来评价患者的心理状态。
2)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以 X ± S 表示，采用 SPSS1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进行 t 检验及相关
性分析。

2.3. 心理问题对脊柱骨折患者预后存在的问题
心理问题是由于个人及外界因素引起个体强烈的心理反应(思维、情感、动作行为、意志)并伴有明显
的躯体不适感，是大脑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其特点是强烈的心理反应可出现思维判断上的失误，思维
敏捷性的下降，记忆力下降，头脑粘滞感、空白感，强烈自卑感及痛苦感，缺乏精力、情绪低落，紧张
焦虑，行为失常(如重复动作，动作减少，退缩行为等)，意志减退等[5]。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
及病理过程相互作用。脊柱骨折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其疾病恢复及预后均有着深远的影响。负面心理反应
常引起不良的康复效果[6]。例如患者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其治疗依从性[7]，部分患者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不
良的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其不能积极配合治疗，不遵医嘱用药或手术，不接受医师给予疾病相关的饮食
及作息建议，不能恰当的完成医师所推荐的功能锻炼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治疗效果，不利于脊柱骨折
的恢复。另外，抑郁、烦躁、焦虑、悲观等负面情绪会引起失眠、食欲下降、胃肠功能紊乱等应激变化，
机体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及营养供应往往使伤口恢复及骨骼重建过程缓慢。相反，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加
快患者整体康复的进程，减轻痛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2.4. 心理护理干预策略在脊柱骨折患者中的应用
心理干预旨在对患者的心理反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它能充分调动患者的能动作用，具有重要的
医疗预防价值。应结合脊柱骨折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切合实际的心理护理。
2.4.1.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
伤者入院后，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及学历、职业、经济水平、家庭结构等一般信息等资料，利用心理
相关评价量表从多层次多水平评估患者目前的心理状态，确定所需解决的心理问题。同时也要考虑患者
家属的心理变化，因为与患者有亲密关系的人的情绪变化会对患者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安慰与鼓励
患者本人的同时还要注意照顾亲朋的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心理护理强调早期干预，若心理护理介
入的时间比较晚则对治疗效果意义不大。
2.4.2.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应以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接待，主动介绍病区结构分布、规章制度及医疗工作团队等情况，用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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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其病情，告知患者需要做哪些治疗，这些治疗的目的及意义，以求获得患者的配
合。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要表现出耐心，特别注意倾听，让患者充分表达其内在想法，以期深入了
解其心理状况，找出症结所在。对于脊柱骨折患者所表现出的困惑及疑虑，要认真解答，从自身医学专
业角度及人性化的维度去回答。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交流过程中要时时表现出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使患者对战胜疾病有更多的信心。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可向患者介绍
一些类似病例最后取得不错恢复效果的成功案例，鼓励患者多与同病室的病友交流。为了给患者提供一
个良好的休息环境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证患者的个人隐私，一个病室尽量不要安排太多病员。
2.4.3.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根据脊柱骨折患者的心理状态、学历等一般特征给予个性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
对疾病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手段及意义、转归预后、药物作用及不良反应等相关专业知识的认知水
平，减轻了其因认知不足而产生的忧虑、沮丧等消极情绪，有助于疾病的恢复。通过积极认知干预一方
面能有效改善脊柱骨折患者的负面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强化其遵医行为。
除了针对患者本人进行教育指导，在患者家属及朋友中开展健康宣教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可为患者提
供更多的家庭社会支持。适当引导家属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疏导消极情绪，使病人感受到家庭社
会支持的力量；指导家属积极为患者提供所需的物质支持。

2.5. 脊柱骨折患者的躯体护理
加强巡视，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观察并记录患者的疼痛及四肢运动感觉和反射情况；有无胸
闷、吞咽困难、食欲、大小便等情况，如有异常及时通知医生处理。指导患者平卧休息，床上大小便；
保持床单的清洁干燥，每 1~2 小时轴线翻身一次，间歇性解除局部皮肤压迫。骨隆突处使用减压贴如美
皮康保护皮肤，条件允许可使用气垫床。满足患者的日常生活进食和卫生需要。指导多食营养丰富、易
消化的食物，多饮水，必要时可遵医嘱灌肠。鼓励患者深呼吸、有效咳嗽、翻身拍背、有痰要咳出，防
止着凉，戒烟、清洁口腔、注意空气流通。如痰液粘稠时可给予雾化吸入等，必要时吸痰。若患者留置
尿管早期持续引流，2~3 周后改为每 4~6 小时开放一次，以防止膀胱萎缩及感染，并训练自律性膀胱。
鼓励患者多饮水。如若为手术患者，还应严密观察患者面色改变、有无恶心、哈欠、头晕等血容量不足
早期征象。注意创面有无渗血、出血及引流的量，记录尿量，评估输入量与出量是否平衡。多数患者术
后脊髓压迫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也有患者术后四肢肌力、感觉、运动有所减退，多与术后脊髓水肿有
关。如发现有麻木加重、活动障碍及时通知医生。术后 24 小时可根据患者耐受情况，指导患者进行四肢
各关节的主动运动，截瘫患者行双下肢被动运动。并进行肌肉按摩，由远到近端，促进血液循环，预防
关节僵硬、肌肉萎缩、深静脉血栓形成，并能通过消耗体能来促进食欲。3~4 次/天，每次 20~30 分钟/
次，循序渐进。术后 3 天指导进行腰背肌功能锻炼，方法有挺胸、仰卧五点支撑法和俯卧飞燕式锻炼。
腰背肌锻炼可增强腰背肌肉力量和脊柱稳定性，对提高手术效果和改善术后生活有积极意义[8]。

3.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病情均有所改善。其中实验组 50 例患者中，18 例患者的
心理状态较为乐观，病情的恢复状态十分迅速稳定，对于医护人员的护理表示十分满意，另有 28 例患者，
经过躯体护理以及心理护理后，明显的减轻了心理负担，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护理治疗，患者病情得
到有效地控制，并对医护人员的护理表示满意，其余患者在护理前后病情恢复状态未有太大改善；相比
之下对照组的 50 例患者中，仅 16 例患者的病情经过护理后，恢复速度较为显著，其余患者的病情未有
太大改观(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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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CL-90 score comparison ( X ± S )
表 1. 两组患者 SCL-90 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50

对照组

时间

焦虑

抑郁

恐怖

躯体化症状

第2天

2.93±0.05

2.17±0.31

2.55±0.10

1.98±0.22

第4周

1.71±0.17

1.45±0.16

1.39±0.30

1.31±0.12

第2天

2.75±0.21

2．03±0.11

2.47±0.31

2.01±0.15

第4周

2.63±0.30

1.92±0.33

2.12±0.16

1.89±0.09

50

注：入院后第 2 天两组比较中 P > 0.05；第 4 周两组比较中 P < 0.05。

Table 2.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 comparison (%)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观察组

50

97%

对照组

50

80%

4. 讨论
随 着 医 学 模 式 从 传 统 生 物 医 学 模 式 (biomedical model) 转 变 为 生 物 – 心 理 – 社 会 医 学 模 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应将身
心健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脊柱骨折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注意根据其病情及个人情况施加适当的个体化心理
护理，有助于疾病的恢复，也利于医患关系朝着温馨和谐的方向发展。
脊柱骨折患者经过临床治疗后，病情能够得到及时控制，但是大多数患者夜间疼痛感明显，且自理
能力严重缺失，因此在临床中经常出现烦躁、焦虑、恐惧等心理状态，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恢复速度。为
此本文通过对我科 50 例脊柱骨折患者进行护理观察，发现对脊柱骨折患者通过予以常规基础护理外，另
外增加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及躯体护理，对加快患者的恢复速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同时在护理过程
中及时倾听患者诉求并给予反馈、心理安抚与帮助，能够很好降低及解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与此同时满
意度也就随之得到提高，实施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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