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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护理中应用中医护理方案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2021年1月~2022
年1月期间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100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各50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护理方案护理。干预结束后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Oswestry功能障碍评分(ODI)、治疗效果、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ODI评分为68.354，
对照组为88.215。观察组ODI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01)。观察组总有效率为100%，对照组为
90.0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01)。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96.00%，对照
组为84.00%。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 0.001)。结论：中医护理方案可降低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ODI评分，提升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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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scheme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schem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swestry dysfunction score (ODI), treatment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OD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8.354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8.215. The OD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90.00%.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00%,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4.00%.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scheme can reduce
the ODI score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 has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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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腰椎间盘突出症为常见骨科疾病，发病原因多为纤维环破裂、腰椎间盘突出变形、髓核组织突出压
迫脊神经等。发病后表现为间歇性跛行、腰部疼痛、肢体麻木、下肢放射痛等症状。伴随病情进展会导
致患者面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1]。该病严重威胁健康，同时也妨碍人们正常工作与
生活。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规护理中对缓解患者症状、提高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效果均不明显。
随着中医护理的发展，目前已经展开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护理方案的应用研究，研究显示：耳穴压豆、
火龙罐、艾灸、拔罐、穴位贴敷均可有效治疗与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症状[2]。但碍于文献数量
较少，相关研究未成体系，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需进一步展开实验结
合数据的论证。基于此，本文以选取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到我院接受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患者，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加用中医护理方案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 ODI 评分、治疗效果、护理满意度，以此展开中医护理方
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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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本研究内容报我院医学伦理部获批后，选取我院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表字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其中，对照
组男女比例为 27:23，年龄为 26~61 岁，平均年龄为(42.13 ± 6.78)岁，病程为 0.5~19 年，平均为(3.35 ± 1.15)
年。血淤气滞型、寒湿痹阻型、湿热痹阻型、肝肾亏虚型比例为 20:15:9:6。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26:24，年
龄为 24~60 岁，平均年龄为(41.22 ± 5.98)岁，病程为 1~18 年，平均为(3.23 ± 1.22)年。血淤气滞型、寒湿
痹阻型、湿热痹阻型、肝肾亏虚型比例为 19:14:11:6。经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行中医护理方案干预。具体如下：1) 情志护理。利用
移情畅志法排解患者内心的恐惧及焦虑等不良情绪，并利用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信心。2) 辨证施
膳。基于四性、归经及食物配伍理论，为患者制定出的合理膳食方案，针对血淤气滞型患者，以选用活
血化淤的食材为主，忌食甘肥腻食品。针对寒湿痹阻型，以选用温经散寒、益气养血的食材为主，忌食
生冷寒凉食品。针对湿热痹阻型，以选用利湿通络的食材为主，忌食油腻煎炸食品。针对肝肾亏虚型，
以选用滋阴养肾的食材为主，忌食辛辣燥热食品。3) 艾灸疗法，嘱患者保持俯卧位，将艾灸盒放置在患
者膀胱经穴、下肢坐骨神经沿线穴位，15~30 min/次，1 次/d。4) 拔罐法，利用 95%的乙醇棉球擦拭患者
腰椎处皮肤，然后采用拔火罐方式治疗，1 次/d，7 次为 1 个疗程，治疗 3 个疗程。5) 运动指导。基于不
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指导患者做踝泵运动、直腿抬高运动、飞燕点水等各项有助于康复的运动。

2.3. 纳排标准
1) 纳入标准
① 经过我院病史及 CT、X 线、核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后，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② 符合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的腰痛诊断标准；③ 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后自愿加入，且与家属及本人签订
知情同意书。
2) 排除标准
① 合并有肿瘤的患者；② 合并有腰椎管狭窄的患者；③ 合并有腰椎结核的患者；④ 心肝肾等功
能障碍；⑤ 不能正常沟通的患者。

2.4.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工选取了 ODI 评分、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三个观察指标。具体如下：
2.4.1. ODI 评分
ODI 评分包含 10 个层面的评价内容，疼痛强度、步行、生活自理、提物、坐位、站立，换算方式为
百分制，所得分数越高，则代表患者功能障碍越严重。
2.4.2. 质量效果
以 ODI 评分得分为判断标准。其中治疗后 ODI 评分降低>74%为临床控制，降低 50%~74%为显效；
降低 25%~49%为有效；降低<25%为无效。其中，总有效率 = (临床控制 + 显效 + 有效)/总例数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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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评分指标包含躯体功能、意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功能等四个二级指标，其中每个二级
指标均为 100 分，所得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2.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n(%)]表示，采用 x2 检验；当 P < 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 P < 0.01 时，表示差异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1. 两组患者 ODI 评分对比分析
对两组患者 ODI 评分进行了对比分析，
经过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 ODI 评分为 68.354，对照组为 88.215。
观察组 OD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ODI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 x ± s )
表 1. 两组患者 ODI 评分统计表( x ± s )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93.451

88.215

观察组

50

94.223

t

-

0.642

13.654

p

-

0.515

0.000

3.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了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为 90.0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reatment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统计表[n (%)]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26 (52.00%)

11 (22.00%)

8 (16.00%)

4 (8.00%)

45 (90.00)

观察组

50

31 (62.00%)

12 (24.00%)

6 (12.00%)

0 (0.00%)

50 (100)

x2

-

-

-

-

-

9.315

p

-

-

-

-

-

0.000

3.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对两组患者满意度展开了对比分析，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96.00%，对照组为 84.00%。观察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3。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n (%)]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统计表[n (%)]
组别

n

十分满意

比较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 (4.00%)

22 (44.00%)

8 (16.00%)

84.00

观察组

50

34 (68.00%)

14 (28.00%)

2 (4.00%)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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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x2

-

-

-

-

9.60

p

-

-

-

-

0.00

4. 分析与讨论
目前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手术治疗及保守治疗两种治疗方案。从手术治疗来看，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
需卧床休息，极易产生硬膜外感染、深静脉血栓、椎间隙感染以及切口感染等各种并发症，对患者术后
恢复十分不利。从保守治疗来看，临床常利用常规护理干预手段进行干预，内容包括健康宣教及功能锻
炼，即为使患者知晓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原因，并进行针对性锻炼，大多数症状均可得到缓解，但不能
根治[3]。
本研究中，采用中医护理方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 ODI 评分为 68.354，对照组为 88.215。观察组 OD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01)。观察组
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为 90.0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01) [4]。观察组
护理总满意度为 96.00%，对照组为 84.00%。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 0.001)。由
此可知，中医护理可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ODI 评分，提升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临床推
广价值。
本研究中采用系统性的中医护理方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取得良好应用效果原因
有几点，具体如下：1) 辨证施膳中，为患者制定出的合理方案，在提升患者营养状况的同时，还可防病
保健。2) 艾灸治疗中，对患者膀胱经穴、下肢坐骨神经沿线穴位，采用艾灸条进行艾灸，具有活血化淤
及止痛作用。3) 通过拔罐疗法，促使患者局部皮肤充血，利于舒筋通络，达到除湿止痛的效果。4) 通过
指导患者做踝泵运动、直腿抬高运动等康复运动，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促使神经肌肉功能恢复，
改善了患者腰椎功能。5) 在中医护理下，患者临床症状、内心情绪均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最后只能够
更加认可护理人员的护理内容，最终提升了护理满意度[5]。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本研究中，虽然选取了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到我院接受治疗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样本量较为充足。但是文末对中医护理在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护理的良好效果内在影响机理讨论方面还不够深入，未来将会阅读更多文献，对其内在影响机
理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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