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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疼痛护理方案在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腰背痛患者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

究于 2018 年 6 月开始，于 2020 年 6 月结束，以在研究时间内本院接收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共 86 例作

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为了更好的提升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将对 86 例患者进行分组探讨，按照入院先后顺

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3 例，在研究过程中分别针对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疼痛护理方案，最终采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

对比。结果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腰背痛患者的护理过程中采用疼痛护理方案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护理效

果，同时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有临床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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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ain nursing program on elderly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and low back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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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pain nursing program in elderly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and low back pain. 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in June 2018 and ended in June 2020. A total of 86 
elderly female osteoporosis patients accepted by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86 pati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discussion,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different groups of patients will be use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s the pain nursing plan, and finally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and low back pain, the use of pain nursing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nursing eff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ha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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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加剧，骨质疏

松也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疾病之一，在老年群体中有

着较高的发病率，同时在发病时还伴随着腰背痛的

症状。在临床中主要表现为骨量减少和骨矿物质、

骨基质比例受到影响，骨脆性也有明显的增加，有

较高的骨折几率[1]。而老年女性在老年群体中相对

于男性而言发病率有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由于雌

激素下降导致的骨质形成能力和吸收能力不断的下

降。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常规护理和疼痛护理在老年

女性骨质疏松腰背痛患者中的应用疗效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报告如下。 

http://cn.oajrc.org/�


张兴艳，邹成松                                                 疼痛护理方案对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腰背痛患者的影响 

 - 84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

间在本院进行治疗的 86 例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腰背

痛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43 例，其中观察组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60 岁和 82 岁，平均年龄为（71.25±2.10）岁；对照

组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61 岁和 85 岁，平均

年龄为（72.08±2.92）岁。两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等

一般资料对比无较大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应用在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首先需要引导患者严格遵照医嘱进行服药并根据患

者的病情建造健康档案，将骨质疏松的大概治疗时

间以及注意事项详细的向患者进行讲解，提升患者

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详细将患者的就诊和恢复

情况进行记录，同时告知患者下次复诊时间。 
将疼痛护理方案应用在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过程

中，引导患者禁止搬运重物，并避免长期脊椎前弯

曲，让患者多做快步走的动作，每天做一次，每次

一小时左右。同时引导患者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D 和

钙质的食物，日常活动多在太阳下进行，避免阴凉

潮湿处，注意保暖[2]。要合理安排晒太阳时间，春

秋季节大概每天晒 20min~30min，夏季和冬季分别

5min~10min、30min~60min 每天，具体可以根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每天需要至少引用 300g 的

牛奶，每日食用食物以豆腐、三文鱼、奶酪、绿色

蔬菜和沙丁鱼为主。每天需要询问患者的疼痛程度，

可以采用曲线绘制的形式进行更直观的呈现，从而

更好的观察和评估患者本身的疼痛成簇，并对其进

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将骨质疏松的发生原因向患

者详细的进行讲解，包括临床表现症状和疼痛缓解

方式，让患者对自身的疾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程度，

有效的进行自我护理[3]。其次需要引导患者每年对

骨密度进行一次检查，绝经后的 3 年内要采用雌激

素来代替治疗，并进行预防性的补钙。在日常中可

以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或宣传会议，将骨质疏松

腰背痛的治疗方法和生活饮食的注意事项详细的列

出，同时给患者播放视频、讲座以及书面资料等各

种形式的宣传途径，提升患者的健康意识，并让患

者在生活中对自身疾病有正确的认知，更好的进行

自我预防，提升患者的康复速度[4]。 
1.3 观察指标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来统计两组患者

的疼痛程度，并采用 Barthel 指数对比两组患者的日

常活动能力，VAS 评分和患者的疼痛程度成正比，

且 Barthel 指数和患者的活动能力成正比。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需要对两组患者的数据分别进行处

理，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在分析的过程

中，将±标准差用来进行表达计量资料，t 对其进行

检验；同时 n（%）用来进行表达计数资料，X2 对

其进行检验。两组数据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则说明该

数据符合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1 个月和

护理后 3 个月 VAS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明显优于对

照组，且和护理前有明显改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

义的评判标准（P＜0.05），见表 1。 
2.2 经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x±s） 

组别 例数 时间 VAS 评分 Barthel 

观察组 43 

护理前 7.13±1.52 66.47±6.12 

护理后 1 个月 4.28±1.22 88.39±4.30 

护理后 3 个月 3.14±1.36 91.30±5.62 

对照组 43 

护理前 7.22±1.65 65.91±8.53 

护理后 1 个月 6.87±1.52 72.10±7.42 

护理后 3 个月 5.30±1.31 80.7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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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3 31（72.09） 11（25.58） 1（2.32） 42（97.67） 

对照组 43 20（46.51） 16（37.20） 7（16.27） 36（83.72） 

X2 值     8.1543 

P 值     ＜0.05 

 
3 讨论 
骨质疏松是当前骨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关

系到患者的代谢，主要表现在患者的腰部活动受到

局限，且在运动过后会给腰背部位带来较大的疼痛。

在临床中通常采用药物进行治疗，而患者在生活中

的自我护理和其治疗效果也有着直接的关联，提升

当前护理工作的疗效可以有效的提升患者的治疗效

果，改善患者的病情，导致后遗症的出现。疼痛是

骨质疏松的主要影响，对患者的睡眠以及生活、心

理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当前需要不断提升护

理工作的有效性，从而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提升

患者自我护理能力[5-7]。而随着人们对护理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病情为主进行护理已经无

法满足患者的要求，现阶段需要充分以患者为护理

中心，给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提供充足的尊重和人性

化，降低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从而将疼痛程度

进行缓解。 
在本次研究中，对比了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以

及护理满意度发现，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以及

Barthe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为 97.67%，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3.72%，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

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 
综上所述，在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腰背痛患者的

护理过程中采用疼痛护理方案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

的护理效果，同时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有临床

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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