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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护理在长期住院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
张晓宁，张培峰，唐晓芳
（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医院 精神科，江苏 苏州，2150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护理在长期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66

名长期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实施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护理，干预时间为 2 年。检测并记录

干预前后患者的骨密度数据变化，采用精神分裂症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精神症状的严重程
度；采用住院精神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评估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结果

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骨密

度值为（0. 93±0. 18）g/cm2，高于实施护理干预前的（0. 88±0. 15）g/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患者

PANSS 量表评分中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均较干预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1）；患者 SSPI 量表评分中日常生活能力、动性和交往情况和社会性活动技能评分均较干预前上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

长期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问题不容忽视。通过对

其实施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护理，可明显促进其骨密度增加，改善患者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提高生活能力和
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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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prevention and nursing of
osteoporosis in 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ZHANG Xiaoning，ZHANG Peifeng，TANG Xiao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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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prevention and nursing of os⁃
teoporosis for 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Methods Totally 66 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were enrolled as research objects. A twoyear follow-up of the diversified prevention and nursing of osteoporosis was carried out. The
changes in bone mineral density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was us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psychiatric symptoms，and
Scale of Social 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SSPI）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aily living skills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Results An increase in bone mineral density was observed after
intervention（0. 88±0. 15 g/cm2 vs. 0. 93±0. 18 g/cm2 ，P＜0. 05）. The scores of positive symp⁃
tom，negative symptom and general psychiatric symptom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 01）. The scores of ability of daily living，dynamic and communicative
situation，and social activity skil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 01）. Conclu⁃
sion Osteoporosis or osteopenia in mal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should not be ignored. Implementation of a diversified prevention and nursing strategy can in⁃
crease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relieve the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daily living
skills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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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1］

一 ，骨质疏松症已成为我国公共健康问题，预计

到 2050 年我国骨质疏松症患者将达到 1. 2 亿 。
［2］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骨骼疾病，以骨
量减低、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骨

折易发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然而，骨质疏松症
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健康问题，其对男性的影响
和危害常被忽视。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
疾病分会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进行的中国居
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依据双能 X 线

吸收检测法（DXA）骨密度检测结果，我国 50 岁以
上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 6. 46% 。不仅如
［2］

此，50 岁以上男性有 1/5 会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
髋部骨折中有近 30% 发生于男性

［3-4］

，且男性骨质

疏松性骨折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其致残率和致
［5-7］

死率均明显高于女性

。

本院为苏州市精神专科三级甲等医院，科室
为封闭式管理病区，收治长期住院男性精神障碍
患者。患者在精神科药物的作用下，患者精神症
状大多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患者对幻觉、妄想的态
度逐渐淡漠，甚至和症状“和平共处”，以阴性症状
为主，如思维贫乏、情感淡漠、意志缺乏等。2018
年 11 月 —12 月 医 院 采 用 双 能 X 线 吸 收 检 测 法

（DXA）进行全员骨密度检测结果显示，66 名患者

中骨质疏松 7 人，骨量减少 26 人。医院近两年来

通过制订一系列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干预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12 月在科室住院的长期

住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院，最终 64 名患者参与本研究。本研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 2

方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原来常规护理基础

上实施多元化骨质疏松预防护理干预措施，干预
时间为 24 个月。
1. 2. 1

成立干预小组

科室成立多元化骨质疏

松预防护理干预小组：由 5 名成员组成，1 名护士

长任组长，1 名护理组长和 3 名精神科工作 5～10
年的 N2 护士。全体小组成员依据《原发性骨质疏
松症诊疗指南（2017）》，经过学习讨论，制订了适
合本病区患者的骨质疏松护理干预方案。由于参
与人数较多，所以采用群组管理的方式让所有患
者主动参与防治。将 66 名患者分成 5 个大组，每

小组选 1 名组长，该组长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能
力，通过发挥同伴支持的作用，协助护士督促或帮
助组内成员落实相关护理措施。
1. 2. 2

干预措施

1. 2. 2. 1 规律运动：①八段锦

锻炼：开展八段锦有氧运动，该锻炼方法动作少，
易于学会，锻炼频率为 2 次/d。实施 3 个月后，护

理人员发现患者对八段锦锻炼参与度不高，多数
患者达不到标准动作的要求。于是对运动方式进
行改进，即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有

氧运动及抗阻力运动，2 次/周，每次 15～20min。
年龄偏大者，在工作人员保护下进行，运动时间酌
情减少。②步行：每日在病区内步行 10～15 分

钟，2 次/d。步行锻炼能够改善机体敏捷性、力量、
姿势、平衡等，减少跌倒风险，同时运动还有助于
增加骨密度。③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康复活动，带
领患者在院内康复区参加各种康复活动：如音乐、
绘画、农疗、折纸、编织、社会技能训练等，5 次/周。
1. 2. 2. 2 晒太阳、饮食调整：每周组织 2 次下

准：①均为长期住院患者，年龄 25～65 周岁，住院

楼活动、散步、晒太阳，每次活动时间≥20 名。增

标准；③具有良好的治疗依从性。排除标准：①长

1. 2. 2. 3 家属宣教：向家属及患者宣教补钙

时间≥1 年；②符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加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每日给予牛奶 300 mL。

期卧床患者；②合并严重脏器、血液及免疫系统疾

的重要性。利用探视日向家属宣教补钙的重要

标准：患者或家属提出的各种原因的提前退出或

在探望患者时带含一些含钙量较高的食物，如鱼

中途出院、死亡者。

虾、虾皮等，在每餐进餐时由护士进行发放。

岁，病程 2～13 年。因中途有 2 名患者由家属接出

宣教图册，普及吸烟的危害等知识，提高患者的

病者；③言语、视听力、智力及运动障碍者。退出

共纳入 66 名患者，平均年龄（54. 27±9. 5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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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4 劝导戒烟：制作劝导患者戒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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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认识。

1. 2. 2. 5 知识宣教：宣教骨质疏松的表现及

干预前后 PANSS 量表评分比较（x ± s）

分

时间

n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精神病理

并发症的危害，让患者主动参与防治。采用集体、

干预前

16. 93±0. 96

16. 36±0. 94

34. 08±0. 98

小组、个人等方式进行宣教；宣教时结合宣传手

干预后

64

31. 71

12. 17

57. 68

册、书籍、微课等形式。宣教跌倒的危害性，每月
筛查跌倒高危因素体位性低血压。每天在病区内
播放视频，每周集中宣教 2 次。

1. 2. 2. 6 药物调整：根据患者的年龄或躯体

情况，遵医嘱服用钙剂。

1. 2. 2. 7 防跌倒护理：为患者提供安全的环

境。①骨质疏松患者集中一室管理：安置于病房

2. 3

患者 SSPI 量表评分

1. 3

0. 01）。见表 2。
表2

时间

n

干预前

64

t

分别于护理前后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查，

该量表由阳性症状量表、阴性症状量表和一般精

＜0. 01

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 SSPI 量表评分中日常

干预后

性症状量表（PANSS）评定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

＜0. 01

28. 42±0. 83

分 均 较 干 预 前 上 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观察指标

测定患者骨密度情况。采用精神分裂症阳性和阴

14. 52±0. 76

生活能力、动性和交往情况和社会性活动技能评

澡间加装扶手。③洗澡、洗漱分批进行，减少拥
护理进行防跌倒措施的持续改进。

14. 44±0. 89

＜0. 01

P

内朝南房间、并且离厕所最近的位置。②厕所、洗
挤。④从病房到活动室分批进入。⑤运用预见性

64

t

日常生活能

动性和交往

力

情况

6. 07±0. 85
8. 48±0. 99

14. 78

＜0. 01

P

3

64

干预前后 SSPI 量表评分比较（x ± s）

11. 64±0. 85
16. 63±0. 96

31. 13

＜0. 01

分

社会性活动
技能
8. 12±0. 87

12. 56±0. 94

27. 73

＜0. 01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严重精神疾

神量表 3 个部分组成，采用按 7 级评分（1=无，2=

病，可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如情感、思想、行

度）。采用住院精神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

多数患者在药物的作用下能够基本维持正常的工

很轻，3=轻度。4=中度，5=偏重，6=重度，7 极重

PI）评估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量表分为 3 个分

量表，即日常生活能力、动性和交往情况、社会性

活动技能，共 12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法，赋分 0
～4 分。量表综合评分越高，表示社会功能缺陷
［8］

越轻 。
1. 4

采用 SPSS 24.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验水准 α=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1

结果
骨密度数值变化

干预前，患者骨密度值（0. 88±0. 15）g/cm ，干
2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患者 PANSS 量表评分

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 PANSS 量表评分中阳

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均较

干 预 前 下 降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01）。
见表 1。

机缺乏、淡漠以及社会性退缩，不愿与人打交道，
工作及生活能力显著降低的一类患者，归为慢性
精神分裂症［12］。由于家庭、社会、疾病等种种原
中，受时间、空间、饮食、药物等影响，加上随着年
龄的增长，各种慢性疾病也会逐渐增多，出现骨量
减少或骨质疏松的风险提高，所以在关注老年精
神障碍患者精神症状的同时，躯体情况变化也不
容忽视。
多元化护理干预作为一项新兴的护理模式，

预后患者骨密度值上升至（0. 93±0. 18）g/cm2，差
2. 2

作和生活；部分患者主要为阴性症状为主，例如动

因，有的患者选择长期住院治疗。在住院的过程

统计学方法

差（x ± s）表示，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检

2

为等表现障碍及精神活动产生不协调等［10-11］。大

要求从多个方面提供护理干预。在本研究中，分
别从饮食、运动、康复护理、家庭支持、健康教育、
劝导戒烟、防跌倒护理等方面制定护理措施，来预
防老年患者骨质疏松的演变及进展。通过多种宣
传方式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疾病和治疗相关知识、
危害性及严重性，以提高他们对骨质疏松的认知
度，同时邀请家属参与其中，一方面增进了家属
与医护人员、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让患者感受到
家庭带来的温暖，减轻心理压力和病耻感，树立了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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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疾病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家属对临床
护理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
骨密度值较实施护理干预前上升（P＜0. 05），与

卢长云［9］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多元化护理干
预通过提升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认知，从而改
善患者饮食、运动、日常生活行为，达到骨质疏松
预防的目的。

in men［J］. Endocr Rev ，2008，29（4）：441-464.

［4］ DRAKE M T，KHOSLA S. Male osteoporosis［J］.
Endocrinol Metab Clin North Am，2012，41（3）：
629-641.

［5］ CENTER J R，NGUYEN T V，SCHNEIDER D，et
al. Mortality after all major types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 in men and women：an observational study

［J］. Lancet，1999，353（9156）：878-882.

多元化护理干预下，护理人员与精神康复科

［6］ FORSÉN L，SOGAARD A J，MEYER H E，et al.

康复医师协同开展各种形式的康复活动。有研

Survival after hip fracture：short-and long-term ex⁃

［13-15］

究

发现，社交技能训练可改善患者的思维障

碍，让患者学会与身边的人交流，减轻患者与外界
的敌对性，帮助患者更好地进行社交活动。在长
期封闭式管理的过程中，大多数患者淡漠、被动、
退缩、缺乏主诉，通过参加各种康复活动，一方面
锻炼了肢体的功能，促进了肌肉的收缩，另一方
面，提高了患者发现周围事物的兴趣，学会了与他
人进行沟通交流，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有利于将
来回归社会。结果显示，患者 PANSS 量表评分中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评分均
较干预前下降（P＜0. 01）；SSPI 量表评分中日常

生活能力、动性和交往情况和社会性活动技能评
分均较干预前上升（P＜0. 01）。

综上所述，对老年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实施多元化的骨质疏松预防护理，不仅可以提高
患者的骨密度值，通过参加各种康复活动，充实了
住院生活，也使患者的精神症状得到了改善，提高
了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但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尚未在其他医疗机构内开展，样本量少，
此后需进一步完善。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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