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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偏振光治疗肩周炎的护理 

贾妮娅，段彬武，郑小娇，潘银叶* 

贵州省骨科医院疼痛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红外偏振光治疗肩周炎的护理方案。方法 本次实验跨越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这一时间段，研究人员对 84 例接受红外偏振光治疗的肩周炎患者进行研究。研究人员按照双盲对

照原则对本次实验所选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组所选 42 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一般护理，实验组所选 42 例

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综合护理，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护患纠纷出现情况、焦虑及抑郁评分，

并实施比较分析。结果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治疗效果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分别为 88.10%及 95.24%，组间差异较大，（p＜0.05）；对照组所选 42 例患者中共计出现 4 例护患纠纷，

占组内所选患者人数的比例为 9.52%，实验组对应人数为 1 人，占比为 2.38%，分析两组患者护患纠纷出现

概率相关数据，差异较大，（p＜0.05）；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焦虑评分及抑郁评分之间的差异微小，（p
＞0.05），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焦虑评分及抑郁评分之间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p＜0.05）。

结论 在接受红外偏振光治疗的肩周炎患者护理过程中综合护理有着不俗的表现，其在优化治疗效果、减少

护患纠纷出现、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方面成绩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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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plan of infrared polarized light therapy for frozen 
shoulder.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spanned the period from April 2020 to October 2021. The researchers studied 
84 patients with frozen shoulder who received infrared polarized light therapy. Researchers grouped the patients 
selected in this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control. 42 patients selected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general care during treatment, 42 patients selec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care during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 were recorded. The treatment effect, 
the appearance of nurse-patient disput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effect-related data of the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88.10% and 
95.24%,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the control group selected 42 A 
total of 4 cases of nurse-patient disputes occurred in the patients, accounting for 9.52% of the number of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group,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 person, accounting for 2.38%.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nurse-patient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is large, (p<0.0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small,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All showed a large ga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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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er undergoing infrared polarized light therapy. 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nurse-patient disputes, and eliminating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Keywords】frozen shoulder; infrared polarized light therapy; general nurs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前言 
肩周炎在临床上有着较高的出现概率，患者在

患病后会表现出肩关节活动障碍、肩痛等症状，患

者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肩

周炎多发于中老年人群，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肩周炎患者人数在持续增加。现阶段，临床上

多是通过红外偏振光治疗来对肩周炎患者进行治

疗，以期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护理工作开展水平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外偏振光治疗肩周炎的效

果，因此，应注意研究分析红外偏振光治疗肩周炎

的护理方案，比较一般护理及综合护理的表现，以

此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开展后续工作。参与 2020 年

4月至 2021年 10月期间实验的接受红外偏振光治疗

的肩周炎患者人数为 84 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本

院就诊的84例接受红外偏振光治疗的肩周炎患者作

为实验对象。研究人员在确定本次实验研究对象时

应向患者及亲属详细讲解本次实验的内容及可能导

致的后果，并征得患者及其亲属的同意。本院伦理

委员会同意本次实验的开展。两组患者常规资料可

以用于比较，组间数据差异微小，（p＞0.05）[1]。

两组患者常规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常规资料 

组别 人数（n） 男女人数比 年龄段（岁） 年龄均值（岁） 患病时间（月） 

对照组 42 20/22 45-74 62.8±4.7 1-13 

实验组 42 19/23 45-76 62.9±4.5 1-14 

 
1.2 方法 
对照组所选 42 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一般护

理，实验组所选42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综合护理。

在一般护理中，护理人员应在红外偏振光治疗过程

中应采取常规手段对肩周炎患者进行护理，配合医

生完成治疗工作，以此保证治疗的效果。在综合护

理干预中，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到肩周炎患者在患

病后出现的负面情绪，在治疗前向患者详细讲解肩

周炎、红外偏振光治疗相关知识，确保患者能够正

确看待自身的病情，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消除患

者的负面情绪，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且

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应注意规范患者的体位，并观察

红外偏振光治疗的情况，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

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刺痛、红肿等情况，保证

治疗的效果。护理人员应要求患者在红外偏振光治

疗结束后注意保暖及休息，并多饮水，保证治疗的

效果。在红外偏振光治疗后，护理人员应要求肩周

炎患者进行功能锻炼，通过钟摆法、摇肩法、爬墙

法等方式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护理人员在

工作中还应加强对患者饮食的管理，提高高蛋白、

丰富钙质食物的占比，禁止患者进食寒凉、辛辣、

肥腻等食物，保证患者能够获取足够的营养。 
1.3 判断标准 
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护患纠纷

出现情况、焦虑及抑郁评分，并实施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通过计算机软件SPSS23.0对本次实验中涉及到

的治疗效果、护患纠纷出现情况、焦虑及抑郁评分

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百分比指代治疗总有效

率、护患纠纷出现概率，标准差（±）指代焦虑及

抑郁评分，X2 及 t 分别用于对应数据的检验。数据

差异突出，则统计学意义显著，（P＜0.05）[2-8]。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治疗效果相关数据进

行比较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88.10%
及 95.24%，组间差异较大，（p＜0.05）。 

2.2 两组护患纠纷出现情况 
对照组所选 42 例患者中共计出现 4 例护患纠

纷，占组内所选患者人数的比例为 9.52%，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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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人数为 1 人，占比为 2.38%，分析两组患者护

患纠纷出现概率相关数据，差异较大，（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评分及抑郁评

分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焦虑评分及抑郁评分之

间的差异微小，（p＞0.05），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

护理干预后焦虑评分及抑郁评分之间均表现出了较

大的差距，（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评分及抑郁评分 

组别 人数（n）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0 62.1±8.2 52.1±5.9 55.8±6.6 51.4±5.2 

实验组 30 59.8±8.9 40.7±5.2 56.7±6.4 40.2±4.8 

t 值 - 0.134 5.116 0.208 5.049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近几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在不断

增加，肩周炎患者的人数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医疗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肩周炎一般分为凝结

期、冻结期及解冻期三个阶段，患者病情治疗不及

时或是不当可能会导致关节软骨间粘连、肩关节滑

膜等情况。且肩周炎具有较强的反复性，临床治疗

效果较差，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均有着较大的

影响，患者患病后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综合护理

与一般护理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其在接受

红外偏振光治疗的肩周炎患者护理过程中的表现更

加优异。综合护理以一般护理为基础，要求护理人

员充分考虑到肩周炎患者在患病后及红外偏振光治

疗中出现的负面情绪，通过心理护理、病情监测、

饮食管理、功能锻炼等方式加强对患者的护理管理，

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进而实现优

化治疗效果的目的。共 84 例接受红外偏振光治疗的

肩周炎患者参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的

实验，目的是研究分析红外偏振光治疗肩周炎的护

理方案[3]。分析本次实验可以得出，对照组及实验

组患者在治疗效果、护患纠纷出现概率、护理干预

后焦虑及抑郁评分方面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p
＜0.05），且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焦虑及抑郁评分均

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结果显示，在接受

红外偏振光治疗的肩周炎患者护理过程中综合护理

有着不俗的表现[9-13]。 
本次实验表明，综合护理在优化肩周炎患者红

外偏振光治疗效果、减少护患纠纷出现、消除患者

负面情绪方面成绩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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