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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在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病人中对住院时间的

影响 

周玉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分析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对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实施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患者 80 例，将所有患

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40 例，使用常规方法护理）和观察组（40 例，实施快速康复外科护理）。结果 观
察组术后疼痛程度、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在开展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时，实施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可取得明显

更佳的效果，可显著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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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st recovery surgical nursing on hospital stay in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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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care on the hospital stay of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lumbar spine.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from Octo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into control group (40 patients, conventional care)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patients,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ical care).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hospital sta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graft fus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st recovery surgical nursing can achieve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shorten hospital sta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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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退行性病变是随着年龄增长腰椎自然老

化、退化的生理病理过程，属于无法预防的症状，

多种因素可能会加快腰椎老化退行性变，加剧病变

对身体的影响[1]。只能通过提高安全意识，减少外

伤，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达到延缓腰椎退变，减少

患病几率的目的[2]。腰椎是发生老化，会引起神经

损害，导致运动功能障碍，还会出现腰腿痛的症状。

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是治疗腰椎退行性

病变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可以减缓腰椎病变程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腰椎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骨骼

结构，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快速康复，提高治疗效

果。本研究中，即分析了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对腰椎

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

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

80 例实施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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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40 例，男 23 例，

女 17 例，平均年龄 46.92±7.14 岁）和观察组（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 47.04±7.17 岁）。

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实施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常规护理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实施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病

情，实施用药护理、饮食护理等常规护理。 
（2）快速康复外科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快速康复外科护

理，具体方法如下： 
①术前健康教育。患者对疾病和治疗方式认知

有限，配合度不佳，不利于手术开展。实施健康教

育，让患者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疾病基本情况，对

治疗过程和效果有一定了解，可以更好地配合医护

人员的工作。 
②术前心理护理。疾病长期影响患者的身体健

康，也会明显影响心理状态。患者在术前容易紧张

焦虑，担心治疗过程中会有风险，出现病情加重甚

至更严重的后果。实施心理护理，全面了解患者的

心理变化，帮助患者释放不良情绪，树立治疗信心，

以最好的状态接受手术。 
③术前准备。手术前需要完成相应的检查，若

有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需停用，避免术后

出血风险，确保身体状况可以接受手术。做好与麻

醉，营养科等科室的协作。术前除了要禁食、禁饮，

还要保障充足睡眠，避免因为术前失眠，精神状态

不佳。 
④术后疼痛护理。骨科手术术后疼痛在所难免，

患者需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护

理人员需要根据疼痛情况采取护理措施，有效缓解

疼痛症状，提高舒适度。形式不限于药物镇痛，还

可以使用呼吸法、精神安慰等方法。还可以采用情

志制约法和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然患者读书看剧，

以休闲娱乐的方式转移注意力，避免加重疼痛刺激

对身体的影响。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按摩等

方式缓解疼痛。目的是减轻患者疼痛，改善因为疼

痛而引起的不适。 

⑤术后清洁护理。术后可能面临多种并发症，

尤其是术后感染，几乎是所有外科手术都要面对的

问题。密切关注患者伤口恢复情况，做好伤口清洁

工作，避免术后细菌、病菌感染。若发现有渗血、

发炎等症状，需立刻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⑥术后防寒保暖。实施麻醉后，人体对外界的

感知能力会有所下降，不能及时反应温度变化。护

理人员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了解这一情况，需

关注病房的温度，采取有效的保暖措施，做好术后

防寒保暖工作，提高患者舒适度，更优于伤口恢复。 
⑦康复训练。患者缺乏相应的康复知识，不了

解康复运动的效果和方式。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

的身体恢复情况，为患者制定合适的康复训练计划，

帮忙患者按照计划实施。尤其要注意运动的强度，

术后身体较弱，初期主要以尝试性活动关节为主，

避免大幅动作伤害身体。中后期可以逐步提升，循

序渐进开展运动，恢复肢体各项运动功能，避免长

期卧床发生肌肉萎缩现象。 
⑧出院指导。出院前需将居家修养的注意事项

清楚告知患者及家属。居家期间还需要注意饮食、

运动，避免体力劳动，保障睡眠时间，注意劳逸结

合，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腰部保暖，按时复诊，若

是发现有异常情况，立刻回院就诊。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术后疼痛程

度、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在术后疼痛

程度的评价上，使用数字评分法进行评价，疼痛分

为 10 分，0 分为不疼，1-3 分是轻度疼痛，4-6 分是

中度疼痛，6-10 分是重度疼痛，得分越高，表疼痛

越强烈。在护理满意度的评价上，使用满意度调查

问卷表进行评价，满分 100 分，得分 90-100 分为非

常满意，80-89 为满意，70-79 为一般，70 分以下为

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所有患

者×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

用 t 和“x±s”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

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术后疼痛程度评分为（4.58±1.75）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6.12±2.01）分，t=3.65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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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住院时间为（14.37±1.29）d 明显低于对照组

（17.12±2.34）d，t=6.509，P=0.001；观察组护理

满意度为 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 72.50%，x2=5.541，
P=0.0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腰椎退行性病变是不可逆的生理病理过程，目

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治疗[3]。手术有效减缓腰椎病变程度，改善病

症对身体的影响，提高患者身体各项功能。护理措

施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干预手段，可以提高恢复效率，

减轻术后并发症的重要方式。 
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是在常规手术护理的基础

上，结合腰椎疾病的特征，采取的干预措施。通过

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程度，改善心理状态，树立治愈信心，让患者以最

佳状态接受治疗[4]。术后疼痛是外科疾病治疗必须

要接受的症状，采用一系列镇痛措施，减轻疼痛程

度，让患者可以更舒适[5]。有效的清洁护理，可以

避免清洁不到位，发生伤口感染发炎。术后麻醉未

完全失效，再加上腰椎手术可能会对神经有一定影

响，患者的感知能力下降，对外界的冷热不敏感。

术后需注意环境温度，过冷会影响血液循环，过热

会加速细菌病菌的繁殖，过冷过热都不适合伤口恢

复。做好术后的防寒保暖工作，给患者提供最适宜

的病房环境。康复训练是恢复或改善功能的重要手

段，适当的、科学的身体锻炼可以促进损伤的迅速

愈合和功能的恢复。通过康复训练预防肌肉萎缩和

挛缩，维持心肺功能，缩短伤愈后运动功能恢复的

时间。还可以防止出现停训综合症，避免出现神经

衰弱、胃扩张、胃肠道机能紊乱等症状。有利于改

善病症部位的营养和代谢，加速损伤的愈合，促进

功能、形态和结构的统一。科学的康复训练可以使

机体能量代谢趋于平衡，防止体重的增加，缩短伤

愈后恢复锻炼所需的时间。出院后居家休养是机体

恢复的最后一个步骤，严重影响最终的恢复效果[6]。

居家休养期间仍需要注意多个方面，不仅日常饮食

健康，还要关注自身恢复进度，若有异常，一定要

及时就医，避免问题加重。本研究显示，通过实施

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可以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

时间，可以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 
综上所述，在开展腰椎后路椎间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治疗时，实施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可取得明显更

佳的效果，可显著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缩短住院时

间，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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