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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在老年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患者围手术期中

的治疗效果。方法将2018年7至12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92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

者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接受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患者男31例，女6l例，年龄(75±6)岁。根据治疗

方案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47例，围手术期应用ERAS模式进行管理；对照组45例，采用常规

治疗和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患者手术、住院、并发症、护理满意度等指标。围手术期采用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VAS)对患者髋关节疼痛程度进行评定。术后1和3个月分别采用Harris髋关节功能评分表

和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评估患者髋部功能和生活质量。两组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数据资

料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围手术期无患者死亡。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患者48 h内手术率高(X2=17．781，P<0．01)、住院时间短(z一4．987，P<0．01)、总体花费少(乐一4．315，
P<0．01)，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1．1％比14．9％与86．7％比95．7％，x2=

3．432、1．380，均P>0．05)。围手术期观察组患者VAS评分低于对照组。术后1个月内观察组患者关节

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t=4．458，P<0．01)，术后3个月时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卢1．466，P=0．146)。术

后各随访时间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293、1．227，均P>0．05)。结论老年

股骨颈骨折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患者围手术期应用ERAS方法可有效提高治疗效率，减少医疗费用，改

善髋关节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股骨颈骨折；关节成形术，置换，髋；加速康复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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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Methods A total of 92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who received hemiarthroplasty from July 2018 to December 2018 i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was(75+6)years，including 3 1 males and

61 females，and 72(78．3％)of th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comorbidity．According to the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method，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al group(47 cases with ERAS)and the

control group(45 cases with normal management)．The data related to operation，hospitalization，

complic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was used for pain evaluation．The Harris scores for hip joint and EQ一5D index scores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outcomes．The follow．up were performed periodically for 3 months．Th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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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in accordance with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were compared with t test．

Results All the surgerie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nd no patient died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operation rate in 48 hours(X2=17．781，P<0．01)，bed days(z_-4．987，

P<0．01)，and medical costs仨=一4．315，P<0．01)favored that in the observational group．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31．1％VS

14．9％，86．7％VS 95．7％，x2=3．432，1．380，both P>0．05)．The perioperative VAS score was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al group．The Harris scores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al group after 1 months O=4．458，P<

0．01)，however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2 groups was similar at all time points O=1．293，1．227，both P>O．05)．

Conclusion ERAS can improve hip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hospital stays and medical costs for patients

underwent HA operation．

【Key words】 Femoral neck fracture；Arthroplasty，replacement，hip；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H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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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常见的骨折类型之一，约

占全部骨折的3．58％[1之]。近年来随着全球老龄化

进程不断加速，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数量明显增

多b]。手术治疗是目前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

其中人工股骨头置换术(hemiarthroplasty，HA)是较

为常用的方式[4]。虽然HA的疗效确切，但手术创

伤较大，近年来为减少围手术期应激反应，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的临床应用逐渐增多。目前ERAS
主要应用于胃肠外科，在骨科领域尤其是髋部骨折

的研究仍较少[5]。因此，为了探讨ERAS理念在HA

患者围手术期的治疗效果，本研究纳人了92例老

年患者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陛队列研究，将2018年7至12月

于北京积水潭医院接受HA治疗的老年股骨颈

骨折患者按以下标准纳人研究：(1)年龄／>65岁；

(2)主要诊断为股骨颈骨折；(3)手术方式为HA

术；(4)伤前可独立行走；(5)伤后距入院时间<

72 h；(6)既往髋部未合并疾病或行手术治疗。排

除标准：(1)陈旧性骨折；(2)认知功能障碍、无法交

流；(3)多发骨折；(4)合并恶性肿瘤或病理性骨折；

(5)合并严重内科疾病无法耐受手术；(6)拒绝手

术，要求保守治疗。向患者及家属说明不同治疗方

案的主要治疗措施和利弊，将符合上述纳入标准的

患者纳人研究。两组骨科医生交替在急诊收治患

者，根据入院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围

手术期分别接受ERAS模式管理和常规管理。本

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202004—90)，均

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按照上述纳入和排除标准，本研究共纳入100例

患者，每组各50例。随访期间8例患者(观察组

3例，对照组5例)失访，患者平均年龄(75±6)岁，其

中男31例，女6l例，72例(78．3％)合并内科疾病。

两组患者伤前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表1)。

表1两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前一般资料对比

注：Harris评分用于评价髋关节功能；EQ．5D为欧洲五维健康

量表；一为无数据

二、围手术期管理方法

观察组：患者进人我院老年髋部骨折“绿色通

道”，标准流程如下：(1)急诊完成常规化验检查，系

统评估后，酌情取消不必要的检查项目，如有必要

人院后进行补充；(2)创伤骨科、麻醉科及内科医生

共同在急诊评估患者病情，指导术前准备，内科医

生即刻对患者合并症进行初步诊治；(3)麻醉科医

生尽可能在急诊为患者行区域(髂筋膜间隙)神经

阻滞以控制疼痛(超前镇痛)；(4)患者人院后由创

伤骨科和老年内科共同管理；(5)排除手术禁忌后，

常规时间内优先安排手术，尽量选择椎管内麻醉；

(6)术后联合康复科医师指导功能锻炼，责任护士

监督指导，康复方案和锻炼效果由康复医师进行

质控‘6|。

根据ERAS原则对患者进行护理：术前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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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理念；专人负责患者呼吸道管理，尤其是心肺

功能差者，定期监测血氧饱和度，必要时给予吸氧；

除超前镇痛外，根据患者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

结果酌情使用镇痛药，术后采用自控镇痛泵配合口

服药等方式控制疼痛；患者术前6 h可进食非固体

食物，术前2 h禁水，适当补充晶体液；术后4 h可饮

水，6 h进流食；术中注意保暖，使患者体温维持在

36℃以上；不常规留置导尿管，鼓励自主排尿；注

意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形成，预防性使用抗

凝药物，术后协助患者主动或被动活动；指导患者

深呼吸、咳嗽，注意皮肤护理，预防肺炎、压疮等并

发症；调节饮食结构，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易消

化的食物为主，食欲差者可酌情应用促消化

药物㈦。

对照组：患者未进入“绿色通道”，按常规流程

完成术前检查，人院后主要由创伤骨科医生负责管

理，根据病情请相关科室会诊。围手术期给予常规

护理，未进行超前镇痛，根据疼痛程度给予对症处

理；术前6 h禁食水，术后6 h进食；不常规留置导尿

管；由康复科医师指导功能恢复，但无专人监督

指导。

三、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椎管内麻醉，采用髋关节后外

侧人路行HA术，假体类型均为生物型假体。术后

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鼓励患者尽早坐起，视

病情术后1～3 d下床活动，负重行走。

四、随访、疗效和费用评估

术后疗效评估由医护人员共同完成。分别于

术前1 d、术后l d、3 d、出院前采用VAS评估患者疼

痛程度。出院前采用我院自制的调查表对护理满

意度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分

别于术后I、3个月在门诊采用Harris评分评估患者

髋关节功能，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一5D)评估
患者生活质量"‘8]。患者3个月内骨折相关的总费

用包括住院费用和出院后的医疗费用(挂号、化验、

检查、药品、康复、理疗等)，费用数据主要通过我院

医疗记录、电话／H诊随访以及标准费用法进行估

算[9-10]，电话随访每2周进行一次，随访不满意者进

行门诊随访。

五、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计量资料以牙±s表示，方差齐时采用t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定期随访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数据方法分

析，采用多重比较配对t检验(Bonferroni法)对数据

进行两两对比。检验水准取双侧ct=0．05。

结 果

一、围手术期相关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48 h内手术率高，术前、术后及总

住院日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围手术期观

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14．9％)低于对照组

(31．1％)，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均为DVT和消化道症状。

合并DVT患者植人滤网后完成手术，术后二期取

出滤网。发生腹胀／便秘、肺部感染、压疮、谵妄或

烦躁的患者均给予对症处理。对照组1例患者术

后切口浅表轻度红肿、少量分泌物，给予抗炎、局部

换药后切口愈合良好。观察组1例患者既往脑梗

死病史，术后再发脑梗死，神经内科治疗后好转，未

残留功能障碍(表2)。

表2两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围手术期相关指标对比

注：DVT为深静脉血栓；ax2值

二、疗效比较

VAS评分显示术前1 d和术后1、3 d观察组患

者VA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出院前观

察组患者VAS评分虽然仍低于对照组，但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满

意度分别为95．7％和86．7％，前者高于后者，但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380，P=0．240)。术后1个
月观察组患者关节功能优于对照组(P<0．05)，术后

3个月时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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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时间点两组EQ-5D指数及末次随访时两组患

者独立行走能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3)。术后复查所有患者假体位置满意，无髋臼磨

损、假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等并发症。

表3两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疗效对比(互±s)

注：VAS为疼痛视觉模拟评分；Harris评分用于评价髋关节功

能；EQ-5D为欧洲五维健康量表；‘x2值

三、医疗费用

3个月内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总体医疗费用

分别为(57 008±18 261)元和(70 783±15 136)元，

其中住院费用分别为(55 961±18 147)元和

(69 468±15 410)元，出院后费用分别为(1 047±

468)元和(1 316±976)元。观察组患者总体费用和

住院费用均明显低于对照组(z一4．315、一4．401，均
P<0．05)，但两组患者出院后费用无明显差异(z=

一0．644，P>0．05)。

讨 论

股骨颈骨折后患者机体处于较强的应激状态，

可导致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而手术和麻醉将加重

这一过程[11’13]。因此，为减少患者的应激反应，近

年来ERAS的临床应用逐渐增多n4|。目前多数指

南建议老年髋部骨折手术应在伤后48 h内完

成n5．17]。笔者根据ERAS的原则开辟了绿色通道，

由创伤骨科与老年科医生共同管理患者，同时联合

麻醉科、康复科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协同治疗，

结果显示患者48 h内手术率明显提高，住院时间减

少40％，极大地提高了诊疗效率。但我们发现对于

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仍需按常规会诊模式进行诊

疗，如何提高这部分患者的治疗效率是未来ERAS

的研究重点。

目前认为疼痛对患者可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是诱发谵妄和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1引，因此老

年患者的疼痛管理十分重要。多数学者认为多模

式超前镇痛的疗效较单一镇痛模式更为满意[1引。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采用多模式镇痛后，患者术

前和术后3 d内的疼痛控制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原

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疼痛宣教和心理疏导

缓解了因情绪波动造成的疼痛；(2)专人定时评估

疼痛程度、及时调整镇痛方案；(3)超前镇痛降低了

脊髓的痛觉敏化。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一旦发生某种并发症，其他

系统或器官很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患者并发症的防

治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患者从急诊就

诊开始医护人员就应按照ERAS方法进行个体化

的治疗和护理。例如对于预计术前等待时间超过

3 d以上的患者，需格外注意DVT的发生，此类患者

除了药物和物理治疗外，还需定期复查超声。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仍有1例既往脑梗死

的患者术后再发脑梗死，说明合并症较多的患者在

应用ERAS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风险，如何减少

相关并发症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RAS对围手术期管理的改进措施还包括饮食

调整和康复治疗。ERAS理念推荐术前6 h禁食、

2 h禁饮，术后尽早恢复饮食。这些措施保证了机

体能量供应和电解质平衡，利于胃肠道功能的恢

复。我们认为饮食管理也应遵循个体化的原则，医

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体质指数、近期饮食摄人量变

化以及内科疾病情况对患者营养情况进行评估，营

养状态差的患者需以高蛋白、易消化的食品为主。

目前国内患者对康复治疗仍然缺乏重视，因此我们

联合康复科医师对患者功能锻炼进行了系统指导，

结果提示观察组患者关节功能术后1个月优于对

照组，3个月后两组患者效果相当，说明系统康复

有利于患者早期功能恢复。值得注意的是，术后各

随访时间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均相似，ERAS患者

早期关节功能的改善似乎并没有显著提高生活质

量，这主要与老人日常生活要求较低有关，即使关

节功能部分受限，患者仍能够独立或在家人的帮助

下生活。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1)纳入患者较少，未

进行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2)单中心研究；(3)随

访时间较短；(4)仅仅纳人医疗费用，未对非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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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行统计。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解决。虽

然共管模式ERAS在国内现有条件下广泛开展尚

有困难，但仍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综上，老年股骨颈骨折接受HA手术患者围手

术期应用ERAS方法可有效提高治疗效率、减少并

发症、改善关节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在临床工作

中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ERAS方

案，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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