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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反馈教学法结合中医按摩
应用于全髋置换术后功能康复的效果评价

王娟，朱红珍，雷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四科，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 目的 评价视频反馈教学法联合中医按摩应用于指导患者及家属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功能康复

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四科收治的150例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按

照随机数表法分为A、B、C 三组各 50例；A 组为对照组，由护士在床边对患者进行术后的常规功能锻炼指导并练

习；B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运用中医按摩护理；C组为常规功能锻炼结合中医按摩护理，并采用“练习-拍摄视频-反

馈”的视频反馈教学法进行功能锻炼指导。对三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患者功能锻炼掌握情况、患者家属参与情

况、患者满意度、患者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护士平均指导时间进行比较和统计学分析。结果 术后1个月，B组

(66.0%)患者髋关节评分优于A组(60.0%)，且C组(70.0%)患者髋关节功能评分优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3个月，B组(84.0%)患者髋关节评分优于A组(80.0%)，且C组(92.0%)患者髋关节功能评分优于B组，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C组(优良率为94.0%，满意度为98.0%)和B组(优良率为88.0%，满意度为92.0%)患

者功能锻炼相关技能的掌握情况及患者满意度高于A组(优良率为80.0%，满意度为8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B组(3.58±1.21) h和C组(2.88±0.97) h护士的平均指导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4.36±0.73) h，并且C组护士平均

指导时间明显少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视频反馈教学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康复锻炼更加

有利于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

【关键词】 视频反馈教学法；全髋关节置换术；功能康复；效果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01—0140—04

Effects of video feedback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sage nursing on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after total hip replacement. WANG Juan, ZHU Hong-zhen, LEI Jun.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Hu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video feedback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massage on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150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

ty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Ther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r group A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 and

exercised by nurses at the bedside to perform postoperative routine functional exercise guidance and practice. The group

B was used of Chinese Medicine massag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 group C was routine exercise combined with Chinese

massage for routine functional exercise, and the use of "practice-VIDEO-feedback" video feedback teaching method for

functional exercise guidance. The hip joint function recovery, functional training, the patient's family involvement, pa-

tient satisfacti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average guidance time of nurs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ere compa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1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score of articulatio coxae in

group B was 66.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eer than 60.0% in group A, and the group C (70.0%) was better than

group B,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3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score of articulatio

coxae in group B was 84.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eer than 80.0%, and the group C (92.0%) was better than group

B,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group C (excellent rate of 94.0%, satisfaction 98.0%)

and group B (excellent rate of 88.0%, satisfaction 92.0%) of of patients related to functional exercise skill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A group (excellent rate of 80.0%, satisfaction 88.0%),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verage guidance time of nurses of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respectively (3.58±1.21), (2.88±

0.97),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4.36±0.73)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s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guidance of

video feedback teaching is more beneficial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hip joint replacement, and it i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and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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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THR)是骨科常见的手术之一[1]，
正确的术后功能康复护理和锻炼是THR术后髋关节
功能恢复的关键[2]。但是，多数THR患者由于年龄大，
文化水平低，常常难以很好地掌握术后功能锻炼的要
领，以致影响患肢的术后功能康复，进而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视频反馈教学法是一种借助录像设备反馈
信息、以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估为核心的学习方法[3]，视
频资料可以永久保存，随时调用，可供患者及家属共
同学习并以此纠正错误功能锻炼方式，比传统功能锻
炼学习方法更加生动和灵活。

THR 患者的良好功能锻炼需要患者、家属和医
护人员积极配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研究表明，视
频反馈法可能有效反馈和调动患者及家属的主观能
动性，配合医护人员一起促进患者的康复[4]。祖国医
学中的推拿按摩对THR患者术后下肢肢体功能锻炼
有明显促进作用，对肌肉萎缩、深静脉血栓、便秘等并
发症的预防效果良好 [5]。本研究采用视频反馈调动

“患者-家属-医护”积极性，并结合中医按摩，探讨该
方法对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中西医结合功能康复
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四科行THR且符合纳入标准
的患者150例。纳入标准：年龄>60岁，新鲜的股骨颈
骨折、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或陈旧性骨折经保守治疗效
果不佳者。排除标准：合并高血压、心力衰竭、脑血管
意外、双目失明等无法自主进行功能锻炼的患者。将
15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三组，常规康复锻炼
组(A组)、常规康复+中医按摩组(B组)、常规康复+中
医按摩+视频反馈法(C组)，各50例。A组：男性27例，
女性 23例，平均年龄 76.5岁；文化程度：文盲 5例，小
学 30例，初中及以上 15例。B组：男性 26例，女性 24

例 ，平均年龄75.6岁；文化程度：文盲7例，小学28例，
初中及以上 15例。C组：男性 29例，女性 21例，平均
年龄 76.9岁；文化程度：文盲 6人，小学 27例，初中及
以上 17例。三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后实施，并经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功能康复内容

1.2.1 常规功能康复内容 术后第一周：锻炼重

点是减轻疼痛症状，防止大腿肌肉萎缩，改善下肢关

节活动范围。①术后体位，患肢外展中立位，制动，外

展 20°~30°，足穿水平板矫正鞋，贯穿始终；②股四头

肌等长收缩运动，10~20次/组，2~3组/d；③仰卧位屈髋

运动，在不引起疼痛的情况下屈髋，10次/组，2~3组/d；

④足踝部活动，主动患肢足趾及踝关节伸屈运动，保

持 10 s，10~20 次/组，每天 2~3 组。术后第二周：锻炼

重点是改善关节活动范围，提高肌力，增加床上运动

能力。①股四头肌收缩运动：伸直上抬腿运动，尽最

大努力做，并继续足踝部运动和家属按摩，20~30 次/

组，每天 3~4 组；②加强体位转换：由半坐-躺转换练

习，由坐-站转换练习，注意循序渐进，防止直立性低

血压，5~6次/组，3~4组/d。术后第三周：①可练习下床

站立：先将身体移至健侧床边，健侧腿先离床并使足

部着地，由家属协助抬起上身，使您的患腿离床并使

足部着地，再扶双拐站起。3~4 次/d，每次站立时间

不超过 30 min；②加强步行训练：持拐杖步行，依据患

者耐受情况而定，每次持拐助行时间<30 min；③提高

日常生活能力：借助一些辅助设备完成日常的穿裤、

穿鞋袜；④术后禁忌内容宣讲：禁止下蹲取物和坐低

床、低椅，经常保持脚尖向外的姿式；禁止盘腿和跷

二郎腿；术后 1~2 周禁止患髋关节过早负重，术后第

二周可部分负重，功能锻炼以不引起患髋部疼痛为

度，训练量由小到大，循序渐进。

1.2.2 中医按摩康复内容 中医按摩康复内容

由医生进行专业性指导，由管床护士和家属配合参

与。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从足部、小腿肌肉往上至大

腿肌肉根部进行按摩挤压，加强对髌骨的滑动和挤

压，手法要点为，双手掌四肢并拢，自然伸开，紧贴皮

肤，力度适中，用手掌做旋转和拿捏按摩，边按边移

动，频率控制在1次/2 h，每次时长约10 min，每日不超

过 6次。第二，穴位按摩：选择下肢穴位，循足阳明胃

经(穴足三里、丰隆)、足太阴脾经(三阴交、阴陵泉)和足

太阳膀肤经(承山、昆仑)共 6个穴位由下而上进行按

摩，总治疗时间为7 h。

1.2.3 视频反馈练习方法 C组患者进行视频反

馈教学，分 3周，每周所教内容同对照组，但只教一遍

并录像，其后6 d督促患者观看视频锻炼并录像，不懂

的地方由护士进行指导，以每周作为一个阶段上交一

份最佳视频保存。

1.3 评价指标

1.3.1 术后 1个月及 3个月的髋关节功能 由管

床医生采用Harris评分标准[6]对三组患者的髋关节功

能进行评定。Harris髋关节评分法由Harris在1969年

提出，适用于各种类型髋部疾病的髋关节功能评定，

由疼痛程度、功能、关节畸形与活动度4个部分组成，4

个部分在评分表中所占的权重不同，依次为 44分、47

分、4分、5分，总分100分，90~100 分为优，80~90分为

表1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A组

B组

C组

t/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50

男/女(例)

27/23

26/24

29/21

1.025

0.236

平均年龄

(岁，x-±s)
76.5±6.9

75.6±5.8

76.9±7.8

0.569

0.324

初中及以上

15

15

17

小学

30

28

27

文盲

5

7

6

1.227

0.098

文化程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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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70~79分为中，低于 70分为差。优良率=(优例数+

良例数)/总例数×100%。

1.3.2 患者对功能锻炼相关技能的掌握情况 由

护士根据功能锻炼的指导内容自行设计问卷，包括：

①股四头肌收缩动作；②髋关节外展动作；③患肢外

展中立位动作；④踝关节背伸跖屈动作；⑤床上健肢

抬臀动作；⑥口述“6不要”内容，每项10分，完全正确

10分，60%~80%正确6分，60%以下正确5分，总分30~

60分，50~60分为优，40~50为良，30~50为差，于患者

术后进行评价，并进行三组比较。优良率=(优例数+

良例数)/总例数×100%。

1.3.3 患者的满意度 采用本院自制的满意度

调查表进行评定，满意度调查内容主要是指患者对术

后康复、功能恢复的整体满意度，不包含患者对医护

人员工作的满意程度。满意度包括满意、较满意、不

满意。调查表首先给被调查对象设置满意度总分为

100分，假定按百分制评分，评分≥80分表示满意，评

分<80 分且≥60 分为较满意，评分<60 分则为不满

意。满意率=满意例数+较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3.4 住院期间护士指导时间 由每次指导的

护士分别进行统计，累计时间即为每位患者的住院期

间护士指导所用总时间，平均指导时间=总时间/指导

次数，并进行三组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患者术后1个月及3个月髋关节功能比

较 术后 1个月，B组患者髋关节评分优于A组，C组

患者髋关节功能评分优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术后 3个月，B组患者髋关节评分优于A组，C组患者

髋关节功能评分优于B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和表3。

2.2 三组患者功能锻炼相关技能的掌握情况及

患者满意度比较 三组患者功能锻炼相关技能掌握

情况，C组优良率优于B组，B组优于A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满意率中，C 组高于 B

组，B组高于A组，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4。

表2 三组患者术后1个月Harris评分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50

优

12

15

16

良

18

18

19

中

19

13

11

差

2

3

2

优良率(%)

60.0

66.0

70.0

8.69

0.032

表3 三组患者术后3个月Harris评分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50

优

18

19

22

良

22

23

24

中

13

7

4

差

1

1

0

优良率(%)

80.0

84.0

92.0

19.01

0.003

表4 三组患者对功能锻炼相关技能的掌握情况及患者满意度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50

50

50

优

17

18

22

良

25

27

25

差

10

6

3

优良率(%)

80.0

88.0

94.0

5.455

0.032

满意

29

32

35

较满意

15

14

14

不满意

6

4

1

满意率(%)

88.0

92.0

98.0

10.417

0.002

功能锻炼相关技能掌握情况(例) 满意度(例)

2.3 三组患者护士平均指导时间比较 B 组护

士的平均指导时间为(3.58±1.21) h，明显少于组A组的

(4.36±0.73) h (t=8.33，P<0.05)；C组护士的平均指导时

间为(2.88±0.97) h，明显少于 A 组(t=9.68，P<0.05)，并

且 C 组护士平均指导时间明显少于 B 组(t=5.39，P<

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3.1 视频反馈教学法联合中医按摩康复使患者

更有效的掌握功能锻炼的要领 本研究表明，采用视

频反馈指导康复锻炼的C组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明显

优于B、A两组患者，并且A组在功能锻炼和按摩的技

巧掌握方面明显优于其他两组。视频反馈教学法利

用了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即人在学习了新的信

息后，经过及时复习，短时记忆就会变成长期记忆[7]。

A组患者虽然同样有护士在床边进行功能锻炼指导，

但往往不能完全记住，加之患者本来就对疾病缺乏了

解，充满了恐惧感，从而使他们更加害怕功能锻炼。

由于临床护士工作繁重，节奏快，有时很难与患者进

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对患者的功能锻炼指导往往是一

带而过，这就使患者很难充分掌握功能锻炼的要领，

以致功能锻炼不到位。而C组采用视频反馈教学法让

患者可以对着标准视频及错误慢慢的去体会并完善

这些动作，使自己的动作渐趋完美，从而充分发挥功

能锻炼的作用而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一张图片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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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短的视频为学习者提供的反馈信息要胜过文字

千倍[8]。

3.2 视频反馈教学法联合中医按摩康复可以增

强患者术后康复的信心 术后早期对患者的功能锻

炼进行干预是促进髋关节功能最大限度恢复的有利

措施，而且研究表明，中医按摩康复能有效促进髋关

节置换术后功能康复[9-10]。本研究对象年龄偏大，文盲

和小学的文化程度居多，识字水平和理解能力较差，

而视频中包含了患者功能锻炼的要领，这就有效弥补

了学习能力的不足，提升了功能锻炼的效果，从而使

患者增强了对术后康复的信心，更加提高了对护士的

满意度。本视频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关节僵直、肌

肉萎缩等并发症的图片，这样就使患者对全髋关节置

换术后的并发症有了一个更理性的认识，从而更加配

合功能锻炼。本研究中结合视频反馈教学指导的患

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未结合视频反馈组，

而且，视频反馈组的护士平均指导时间降低了，为医

护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让医患双方均获益。

3.3 视频反馈教学法联合中医按摩康复增加了

常规康复锻炼效果 中医按摩是通过手法按摩，刺激

人体的双下肢皮肤、肌肉、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以及

淋巴等处, 促进双下肢的血液循环, 从而促进肌体的

自然抗病能力，并能促进双下肢炎症渗出的主动吸收

过程，缓解大腿和小腿肌肉的痉挛和疼痛[11]。因此中

医按摩对消除组织水肿、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有显著的

作用。 同时配合西医康复锻炼措施，从而可以很好地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12]。视频反馈教学在这个基

础上为患者及家属呈现了中医按摩和康复锻炼的整

体过程，既有他们自己锻炼的反馈，又有医护人员的

标准操作反馈信息，这使得他们的按摩手法和康复锻

炼动作更加标准。标准的手法和动作必定对功能恢

复具有促进作用。研究表明，中医按摩能促进髋关

节置换术后功能恢复，降低并发症发生以及预防血

栓形成 [13-14]，本研究将中西医康复手段结合，更加有效

促进了患者的康复过程。

3.4 视频反馈教学法使功能锻炼的连续性得到

了延伸 患者术后的持续功能锻炼同样不可忽视[7]，

常规的功能锻炼往往伴随着出院即终止，视频反馈教

学法的优点表现在视频记录直观、真实，可重复观看

和永久保存，具有反馈和自我评估的独特功能[15]，使患

者能反复对着视频练习，对理解能力差而无法领会功

能锻炼效果的患者，可让家属在住院期间对着视频学

习并达到标准，术后替代护士继续对患者进行功能锻

炼指导。有研究表明，住院期间强化主要照顾者的功

能锻炼方法，能促进全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髋关节功

能的恢复[16]，而且中医按摩需要患者家属长期正确的

实施，视频反馈新型教学进一步规范了家属的按摩手

法，保障了外院延伸锻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种联

合就使患者的功能锻炼由院内延伸到了院外，并保证

了功能锻炼的效果。

总之，本研究首次将视频反馈教学法和中医按摩联

合应用于骨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功能锻炼，并取得较好

效果。患者术后功能锻炼更为标准，具备自我监督和纠

正的作用，既有利于髋关节功能恢复，又有利于护患沟

通，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临床护士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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