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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膝骨关节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对膝关节功能、生活质量的影响 

胡林林，张 皓* 

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风湿免疫科  湖北恩施 

【摘要】康复护理作为膝骨关节炎（OA）临床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康复护理质量与膝关节功能

及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本文结合国内外前沿文献资料的查阅，将 OA 康复护理重点内容及对患者膝关节功能、

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OA 患者临床康复护理方案的制定及完善提供参考，进而提高患者康

复效果，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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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linical treatment system of knee osteoarthritis (OA), 
and the quality of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knee joint and the quality of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tting-edg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contents of OA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ts impact on patients' kne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s for OA pati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OA.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achieve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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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关节炎（OA）是在外伤、劳损、炎症反应、

关节退行性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引发的一组以关节疼

痛、肿胀、活动障碍等为主要表现的临床常见骨科疾

病，同时也是骨关节炎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类型。据

相关统计数据报道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中高

达 50%患有 OA，而目前我国 OA 患病人数在 5000 万

以上，不仅对人们生活质量、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也是增加家庭、社会经济负担的重要疾病因素[1]。

康复护理作为 OA 临床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随着骨科康复护理技术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及现

代康复护理理念的不断延伸，OA 患者康复质量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本文结合国内外前沿文献资料的查阅，

将 OA 康复护理重点内容及对患者膝关节功能、生活

质量的影响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膝骨关节炎的多维度康复护理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OA 患者的康复是一个多因

素、多机制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而现代康复护理理

念强调护理中心应由传统的“护身”向“护身、护心、

护功能”转变，临床护理实践中应从护理重点着手，结

合心理、生理、文化、社会、行为等综合的科学理论

实施多维度的护理干预，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康复效果，

维护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OA 患者的康复护理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 
1.1 心理护理 
关节炎性病变累及膝关节，导致关节功能受限，

在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工作学习的同时容易导致

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2020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骨科加速康复试点培训强调，应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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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出发，在关注患者功能

恢复的同时应遵循现代人性化护理理念，加强患者心

理支持，重建应对疾病的信心。因此，临床护理中康

复护理工作者应密切关注 OA 对患者心理造成影响，

聚焦患者所关心、担心的问题，并组织开展线上、线

下健康讲座等活动，从 OA 病生理机制、临床治疗效

果、康复要点、预后转归等方面帮助患者建立完善的

认知体系，引导患者在正确认识、对待疾病的基础上

建立疾病康复信心，提高心理效能[2]。 
1.2 关节功能康复训练 
关节功能康复训练作为 OA 康复体系中最重要的

康复护理内容，是在了解患者膝关节损伤机理及康复

训练要点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包括时间、

进程、目的、内容等），通过有效的康复锻炼方法来

增强肌群肌力和关节平衡力，从而改善关节功能。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节功能康复训练起步较晚，尚

未形成标准化的康复训练指南，但一些科学训练项目

的开展仍在 OA 康复护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股

四头肌等张收缩训练、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膝关

节屈伸训练、踝泵运动等，以 OA 患者各康复期开展

的各项训练项目为横轴，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及循证医

学证据，为患者制定合理的康复训练计划，使膝关节

功能能够更好地从障碍状态过渡到恢复阶段[3-6]。 
1.3 预防并发症 
针对行手术治疗的 OA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干预是加快患者康复进程的关键。手术切口感染、下

肢静脉栓塞、疼痛、关节粘连、关节松动（常见于膝

关节置换术后）等是目前 OA 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类型，

而康复护理中应结合临床经验及术后高危并发症护理

资料，警惕常见并发症的前兆症状，采取针对性的前

馈控制干预护理。2021 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强

调，为推动和规范骨科患者围术期的管理及快速康复

进程，强调通过围手术期一系列优化措施预防手术并

发症并发症，加速患者术后康复，缩短住院时间，节

省医疗费用[7-9]。 
1.4 健康管理 
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水平与疾病康复效果密切相

关。OA 康复护理中邀请患者共同参与健康管理决策，

让患者在明确自身在疾病康复中的职能、职责和作用

的基础上，指导患者从饮食、情绪、心理、营养、生

活方式、运动、功能锻炼、用药等各个方面自觉建立

有益疾病康复的生活行为方式，从而提高康复效果，

加快康复进程。 

1.5 中医特色康复护理技术 
中医护理技术以中医医学理论精髓为指导，集“中

医辨证施护”观点及“中医护理特色”优势于一体，

充分发挥了中医五术（中药、针法、灸法、推拿、导

引）在骨科病症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同时，中医康复

以临床症状为主，强调辨证论证、整体观念，而现代

康复以功能康复为主，注重精准功能评估，两者有机

结合可以 OA 患者的病程，提高康复效果[10-13]。 
2 康复护理对 OA 患者膝关节功能、生活质量的

影响 
康复医学作为现代四大医学之一，是一个通过科

学化、系统化、专业化康复护理方法促进患者功能、

心理、状态恢复的医学学科。临床上，通过多维度康

复护理干预措施的实施，可在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的

基础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患者更好的回归家庭

和社会。 
2.1 康复护理对 OA 患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 
王淑平[6]以 90 例 OA 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

入院顺序的奇偶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观察组两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则联合开展系统性

的康复护理。于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采用 VAS 评

分评价患者关节疼痛程度，采用膝骨性关节炎功能指

数（Lequesne 指数）评价患者膝关节功能。对比结果

显示，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Lequesne 指数低于对照组（P<0.05），

即通过系统性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 OA 患者膝

关节的疼痛症状，提高膝关节功能。杨扉扉[7]将 100
例 OA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

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则联合开展综合性的康复

护理。于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采用 LKS 量表评价

患者膝关节功能，采用 ADL 量表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结果显示，经不同方案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LKS
量表评分、ADL 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即通过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 OA 患者的

膝关节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2.2 康复护理对 OA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秦天芝[8]随机将 106 例 OA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治疗组各 53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骨科护理，治疗

则则联合开展康复护理。于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采用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价患者生活质量的变化，

结果干预后治疗组患者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即通过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

OA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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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及展望 
康复护理对提高 OA 患者膝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康复医学强调以快速康复护理

理念为理论指导，以综合健康医学模式为路径，从心

理、生理、行为等方面提供患者全方面的康复服务，

以提高患者康复护理效果[14-15]。且以中西医相结合的

康复路径为指导的护理方案对提高 OA 患者的康复效

果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康复内容呈单

一、孤立状态，缺乏系统性的康复护理路径，而科学

的康复方案应具备整体性、系统性特点，保证各康复

内容之间具有衔接性、关联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方向上，应进一步完善 OA 康复护理方案，促进患者

康复质量得到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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