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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模式在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术后护理中的效果 

吴佳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讨在髋部骨折老年病患术后以优质护理施护，对促进病患术后康复的干预意义。方法 试验

者是 2020.04 至 2022.05 在医院行髋部骨折的老年病患数量共计 90 例，采取数字奇偶法分作相同例数两组，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遵照医师要求开展护理服务，观察组则采用优质护理，比对组间情绪变化及护理质量指标差异。

结果 观察组病患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评分比对照组病患低，观察组病患健康指导、功能锻炼、生活护理及护患

沟通各项护理质量指标评分比对照组病患高，P＜0.05。结论 以优质护理进行护理，可对病患不良情绪进行缓解

及疏导，增强其依从性及配合度，同时还能够起到提升临床护理质量作用，利于构建和谐护患关系，适宜基层医

院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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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c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90 eld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ip fracture in the hospital 
from April 2020 to may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cases by digital parity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carried out nursing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doctor's requirement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emotional changes and nursing quality indicator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health guidance, functional exercise, life nursing and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nursing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can alleviate and dredge the patients' bad emotions, enhance their compliance and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which is suitable for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in grass-roots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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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骨折作为临床常见骨科疾病类型，好发生在

老年人中，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老年人机体各项机

能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类骨折疾病的

发生率，髋部骨折作为常见骨折类型，具有治疗难度

大、康复周期长、致残率及致死率高等特点，严重威

胁到老年病患机体健康与生存质量[1-2]。目前，对于此

类病症的治疗，大多采用手术方式施治，但受老年病

患机体因素的影响，易增加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故而还需重视护理服务，以此来强化病患预后

质量[3-4]。本试验目的是分析术后以康复护理对病患施

护的意义，现作出如下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是 90 例髋部骨折的老年病患，分组方式为数

字奇偶法，对照组：年龄分布及均值65岁至85岁（75.04
±4.32 岁），男性病患 25 例，女性病患 20 例，其中

18 例为股骨粗隆间骨折，27 例为股骨颈骨折；观察组：

年龄最高 87 岁，年龄最低 65 岁，均值 75.27±4.85 岁，

男女病患数量各 29 例及 16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及股

骨颈骨折数量各 15 例及 30 例。对组间基础资料展开

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符合医学伦

理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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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入院时做好基本评估、健

康宣教及环境护理等；术后强化压疮预防、尿道护理

及基本功能锻炼等；观察组在上述内容基础上采用优

质护理，措施为：（1）密切关注病患血氧饱和度、呼

吸、心率等各项指标变化，查看病患皮肤黏膜色泽、

面色与意识情况，对于存在异常者，需及时上报医师

进行处理；（2）调整体位为平卧位，取足尖向上，将

软枕垫于病患下肢处，避免患肢过度伸直或者屈曲；

将梯形枕放置与病患双腿间，维持患肢外展 30°，处

于中心位，防止内收外旋；（3）定期对引流管进行挤

压，确保其呼吁通畅状态，由近端挤压至远端；观察

并详细记录下引流液颜色、性质及量等情况，一旦发

现异常需立刻关闭引流管，并上报至医师进行处理；

（4）对于存在严重疼痛感者，常规以镇痛泵进行 24h
至 48h 的镇痛处理，并查看病患有无出现呼吸抑制、

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做好相应干预工作；（5）指导

病患进食一些利于骨质生长、高钙及高蛋白类食物，

合理补充纤维素及水分，不可进食辛辣类食物，根本

病患血糖情况，合理控制热量摄入。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情绪变化，对比指标：a.焦虑心理；b.抑郁

心理，按照常模结果，焦虑与抑郁量表的分解值分别

为 50 分及 53 分，得分与病情间呈负相关，即分越高

反映不良心理越严重。 
（2）护理质量，对比指标：a.健康指导；b.功能

锻炼；c.生活护理；d.护患沟通，单项指标 100 分，护

理质量随得分增加反映更高。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的分析选以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2.0），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以卡方值/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x s± ）表示，以 t 值检验，分

析后显示组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0.05，代表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情绪变化 
表 1 显示，观察组各项情绪指标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 
2.2 护理质量 
表 2 显示，观察组各项护理指标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 
 

表 1 对比情绪变化（ x s±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45 55.75±3.82 46.26±3.13 59.24±4.25 48.72±3.92 

观察组 45 56.15±3.71 40.28±2.55 59.08±4.13 42.65±3.04 

t 值 - 0.504 9.936 0.181 8.208 

P 值 - 0.616 0.000 0.857 0.000 

表 2 对比护理质量（ x s± ，分） 

组别 例数 健康指导 功能锻炼 生活护理 护患沟通 

对照组 45 76.64±3.12 76.02±2.41 71.82±2.52 70.13±3.52 

观察组 45 84.59±1.09 82.42±1.28 80.85±1.48 79.42±2.21 

t 值 - 16.137 15.733 20.727 14.994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髋部骨折作为临床上常见的骨折创伤类型，由于

老年病患大多合并存在有高血压等其它基础性疾病，

再加上术后康复时间比较常，在手术治疗期间均存在

一定危险因素，不仅会加大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甚

至还会对其康复造成不良影响[5-6]。优质护理是将以人

为本作为护理理念，最大程度上满足病患心理、生活

等多个方面的护理需求，充分落实各项专科护理，强

化护患间交流，可让病患享受到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最终实现提升护理质量的目的[7-8]。本试验显示，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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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比，观察组不良情绪得到显著改善，且各项护

理质量评分较高，可见以优质护理施护，具备较高可

靠性及有效性，利于改善病患术后康复效果，促进其

尽快恢复，应用意义较高[9-10]。 
综上所述，对于髋部骨折老年病患的治疗，以优

质护理实施干预，能够得到理想的护理效果，对促进

病患术后尽快康复起着积极意义，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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