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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作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2 月本院骨科收治的 89 例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89 例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分成对照组（44 例）与观察组（45 例），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均常规实施全程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比 2 组术后患者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率以及护理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而且

观察组患者护理质量（包括对护理服务、护理内容、护理环境、病区管理、健康教育等内容）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可用于预防人

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护理干预；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护理质量；下肢深静脉血栓 
【基金项目】湖南省卫生健康委课题 C2019147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for  
patiens after Artificial total knee replacement 

Xinlei Chen1,2, Xiaping Zhang1,2* 
1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2Vascular surger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moder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patient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89 patients with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4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5 case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voluntary opinion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whole cours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lower extremity venous thrombosi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scores of nursing service, nursing content, 
nursing environment, ward manage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P <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patient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gnosis and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satisfactory. 

【Keywords】 Nursing Intervent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Nursing Satisfaction;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外科手术治疗过程 中，因患者常常年龄较大，术后又需长期卧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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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病率[1-2]。严重影响患者的预

后及身心健康，因此如何对患者做好护理干预，有

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避免威胁患者生命，

提高护理质量，成为临床上的重要课题[3-4]。有文献

报道[5-6]，综合性护理干预作为新型护理手段在传统

护理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创新，能够有效

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本文以本院骨科收治的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护理

干预分析，以探讨综合性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为

降低院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提供思路和依据。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2021 年 2 月份收治的 89

例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根据随机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随机分到对照组 44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

组 45 例（常规护理+综合护理干预）。所有患者均

对本次研究知情且签署同意书，所有患者均接受人

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治疗，排除依从性较差、合并有

恶性肿瘤及其他器质性病变患者。比较 2 组患者的

基本资料（P＞0.05）。 
对照组：男、女性患者比例分别为：23 例、21

例；年龄范围：27-77 岁，平均：54.2±2.6 岁； 
观察组：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

龄范围：26~78 岁，平均：54.5±2.8 岁； 

表 1 一般资料 

组别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 

对照组 23 21 54.2±2.6 

观察组 23 22 54.5±2.8 

卡方值/t 0.0120 0.524 

P 0.9126 0.602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治疗，在

此基础上，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两组患者均在

落实好基础护理和围术期各项护理干预措施，具体

护理内容为[7-8]：由专人负责，各班协调，开展综合

性护理干预：首先，实施术前护理干预，在手术治

疗前需要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深静脉血栓的认知，

了解其在深静脉血栓认知方面错误，建立档案，并

由护士长安排授课，患者及家属参与，从而提升患

者的遵医嘱行为。此外，在饮食方面对患者展开正

确的健康指导，以降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概率[9-10]。

另外在手术中需要辅助患者正确取位，对长时间手

术患者受力面需要垫软垫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术后

及时抬高患肢，促进静脉回流，强调营养支持并指

导患者进行功能锻炼，促进患者尽快愈合。术后尽

快对患者实施下肢功能锻炼，让患者了解下肢功能

锻炼的重要性，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11]。同时加

强用药指导，告知用药的时间和注意事项，加强心

理疏导，对患者表示理解和尊重，引导其树立信心，

配合治疗。 
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采

用思维导图的教育模式，促使所有手术患者全面学

习自身疾病相关知识，并针对每位患者的文化水平，

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耐心的回答每位患者的问题，

并以问卷星或纸质版问卷的方式了解患者是否正确

掌握所有知识，并对患者情绪管理、日常生活、家

庭支持、预后知识进行二级扩散，制作出相关表格，

并罗列二级分支相关内容，使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

记，以构成思维导图。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 2 组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护理

质量评分、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护理质量评

分采用本院自制调查表格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

护理服务、护理内容、护理环境、病区管理、健康

教育，各项指标评分范围：0-20 分，分值越高代表

患者护理满意度越高。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包括：有

下肢肿痛超声检查阳性、腓肠肌有压痛超声确诊阳

性、无明显症状超声检查阳性三种情况。 
1.4 统计学 
SPSS22.0，计量资料“ sx ± ”表示，“t”检

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P＜0.05 认定有统计

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手术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2.2 对比两组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6.67%（下肢肿痛超声检查阳性、腓肠肌压痛无肿胀

超声检查阳性、无明显症状超声检查阳性各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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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 例）低于对照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22.73%
（下肢肿痛超声检查阳性 4 例、腓肠肌压痛超声检

查阳性 3 例、无明显症状超声检查阳性 3 例）：卡

方值=4.6007（P＜0.05）。 

表 2  比较两组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 sx ± ） 

组别 护理服务 护理内容 护理环境 病区管理 健康教育 

对照组 16.56±1.15 16.70±0.48 15.87±0.54 16.44±1.43 17.39±0.38 

观察组 18.75±1.13 19.01±0.32 19.26±0.43 18.73±1.21 18.93±0.24 

t 9.062 26.769 32.800 8.162 22.91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手术治疗期间受到麻醉、创伤、患者自身因素

等多方面影响，导致患者发生下肢静脉血栓，不利

于患者术后康复[12]。而且下肢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

表现各不同相同，部分患者能够完全治愈无任何并

发症，而部分患者可能导致肺栓塞发生，影响到患

者的生命安全[13-14]。 
综合性护理干预的开展能够有效提升护理服务

质量，并提高患者护理配合度，保证护理人员的工

作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有

效的关爱与沟通，对提升患者的健康教育等起到积

极作用[15]。综合性护理干预的应用能够让护理人员

明确护理内容及目标，并促进护理工作顺利开展，

积极预防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最大程度降低危险

因素，有效减少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思维导图的教

育方式能够起到中介调节效果，促使患者从被动学

习转化为主动学习，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督促患

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

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而且护理满意度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说明综合性护理干预措

施能够提高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康复效

果，并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尽快恢复

健康。 
由上所述，对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采取综

合性护理干预可以明显提升护理服务质量，降低术

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护理满

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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