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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向月
【 摘要】
的关系ꎮ 方法

目的

对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进行调查ꎬ并分析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月于本院骨科进行手术治疗的 ９０ 例恶性骨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采

用国际骨与软组织肿瘤协会肢体功能评价系统( ＭＳＴＳ) 和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 ＦＡＣＴ－Ｇ) ꎬ对患者术后
的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和分析ꎮ 结果

患者术后 ＭＳＴＳ 评分为( １７.６８±６.５７) 分ꎬ功能优良和中

等的比例分别占 ４３.３３％与 ２４.４４％ꎬ功能差的比例占 ３２.２２％ꎬ是否安装假肢、术后化疗次数以及功能锻炼
是影响患者肢体功能的主要因素ꎻ患者术后 ＦＡＣＴ－Ｇ 总分为( ６４.４１± １４.１３) 分ꎬ与常模( ８０.１± １８.１) 分比
较ꎬ得分明显低于常模( Ｐ<０.０１) ꎻ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与 ＭＳＴＳ 评分均成正相关( Ｐ<０.００１) ꎮ 结论

恶性

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水平较低ꎬ尤其是术后 ３ 个月内肢体功能评分低ꎻ术后肢体功能与生
活质量呈正相关ꎬ肢体功能较好者ꎬ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较高ꎻ加强对患者术后的早期功能指导干预ꎬ以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非常重要ꎮ
【 关键词】

骨肿瘤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肢体功能ꎻ

生活质量

[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ｏｎ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ＸＩＡＮＧ
Ｙ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Ｆｕｊｉａｎꎬ ３５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ｏｎ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ｏｎ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ｌｉｍｂ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ｃｏｒｅ ( Ｍ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ｃａｌｅ ( ＦＡＣＴ－Ｇ)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ＳＴＳ ｗａｓ １７.６８±６.５７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ꎬ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４３. ３３％ꎬ ２４. ４４％ꎬ ａｎｄ ３２. ２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ｌｉｍｂ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ＦＡＣＴ － Ｇ ｗａｓ ６４. ４１ ± １４. １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８０.１±１８.１) ꎬ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ＳＴ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ＱＯＬ ( Ｐ<０.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Ｏ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ｏｎｅ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ｔ ａ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３ｒｄ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ＱＯＬꎬ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ＱＯＬ.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ｎｅ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ꎻ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恶性骨肿瘤是指发生于骨骼系统的肿瘤ꎬ以骨肉瘤、软骨
肉瘤、尤文氏肉瘤最为多见ꎬ好发于青少年ꎬ恶性程度高ꎬ严重

威胁青少年生命及生活质量 [１] ꎮ 目前ꎬ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是

治疗的 ９０ 例恶性骨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病理

确诊为原发性恶性骨肿瘤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ꎻ(２) 年龄≥１２
岁ꎬ能理解并完成问卷ꎻ(３)知情同意ꎮ 排除标准:(１)意识或精

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性治疗ꎬ新辅助化疗结合肿瘤广泛性切除

神障碍者ꎻ(２)其他部位恶性肿瘤转移的继发性骨肿瘤ꎻ(３)合并

的治疗方法ꎬ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ꎬ还保留了较好的肢体

严重化疗相关并发症ꎬ以及严重心肺系统疾病患者ꎻ(４) 合并其

功能

[２]

ꎮ 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ꎬ术后患者的肢体功能和生活

质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３]

ꎮ 本研究通过探讨恶性骨

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及生活质量情况ꎬ为改善患者肢体功
能和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月于本院骨科进行手术
基金项目:延续护理福建省高校应用文科研究中心资助( 闽教科
[２０１５]８８ 号)

作者单位:３５０１０１ 福建福州ꎬ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

他骨关节疾病ꎬ如关节炎、骨折等影响下肢功能者ꎮ

２.研究方法:(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问卷为自行设计ꎬ内容

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特征资料ꎮ (２) 国际骨与软组织

肿瘤协会 肢 体 功 能 评 价 系 统 (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ＳＴＳ) :ＭＳＴＳ 评分是目前最常用的恶性骨肿瘤功能评分系
统ꎬ该系统具有简便、可重复性、可信性以及全面评价患肢和
患者整体功能水平等优点 [４] ꎮ 它根据 ６ 项指标对身体功能进
行综合评估ꎬ包括疼痛、肢体功能、对治疗的接受程度、上肢
( 手部位置、灵巧程度、举物能力) 或下肢( 支具辅具、行走、步
态) ꎬ每项评分范围为 ０ ~ ５ 分ꎬ分数越高ꎬ功能越好ꎮ 总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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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评分将各项评分相加除以 ３０ 换算成百分比ꎬ代表肢体功能
所能达到正常功能的百分数ꎬ评分 > ７０％ 表示功能优ꎬ６０％ ~

能的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ꎻ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
的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差ꎮ Ｘｕ 等运用中文版的 ＭＳＴＳ 评分对下肢肉瘤患者进行调

１.一般资料:本组患者年龄 １２ ~ ５０ 岁ꎬ平均 ( ２３. ２０ ± ９.

７０％表明功能良好ꎬ５０％ ~ ６０％表明功能中等ꎬ<５０％表示功能

二、结果

查ꎬ表明该评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内部一致性 [５] ꎮ ( ３) 癌

２５) 岁ꎻ男 ５３ 例ꎬ女 ３７ 例ꎻ有配偶 ２８ 例ꎬ无配偶 ６２ 例ꎻ初中及

ＦＡＣＴ) :ＦＡＣＴ 是由美国西北大学(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转

２５ 例ꎻ学生 ５０ 例ꎬ行政 １２ 例ꎬ工人 １０ 例ꎬ其他 １８ 例ꎻ骨肉瘤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的 Ｃｅｌｌａ 等研制ꎬ其核心量表是测定癌症病
人生活质量的共性模块 ＦＡＣＴ －Ｇ(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ｃａｌｅ) [６] ꎮ 该量表

肿瘤切除＋假体置换术 １８ 例ꎬ肿瘤切除＋人工关节置换术截

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归 研 究 与 教 育 中 心 (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以下文化程度 ４５ 例ꎬ高中文化程度 ２０ 例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６５ 例ꎬ软组织肉瘤 １０ 例ꎬ尤文肉瘤 １５ 例ꎻ肿瘤切除术 ２３ 例ꎬ
肢术 ３１ 例ꎬ截肢术 ２８ 例(１２ 例安装假肢) ꎻ术后 １ ~ ３ 次化疗

由 ２７ 个 条 目 构 成ꎬ 包 括 躯 体 状 况 ( ＰＷＢ) 、 社 会 / 家 庭 状 况

３３ 例ꎬ术后 ４ ~ ７ 次化疗 ２９ 例ꎬ术后 ８ ~ １２ 次化疗 ２８ 例ꎻ术后

相加是量表总分( ＴＯＴＡＬ) ꎬＥＷＢ 得分范围为 ０ ~ ２４ 分ꎬ其余 ３

天)４１ 例ꎬ偶尔功能锻炼者( <０.５ ｈ / 天)２０ 例ꎮ

( ＳＷＢ) 、情感状况( ＥＷＢ) 和功能状况( ＦＷＢ) ꎬ４ 个领域得分
个领域得分范围为 ０ ~ ２８ 分ꎬ总得分范围为 ０ ~ １０８ 分ꎬ分值越

高ꎬ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ꎮ 万崇华等运用 ＦＡＣＴ－Ｇ 对 ５５２

经常功能锻炼者( >１ ｈ / 天)２９ 例ꎬ较少功能锻炼者( ０.５ ~ １ ｈ /

２.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 ＭＳＴＳ 得分情况:９０ 例术后患者

ＭＳＴＳ 评分平均 ( １７. ６８ ± ６. ５７) 分ꎬ 其 中 评 分 优 的 比 例 为 １４.

例癌症患者进行调查ꎬ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及内

４４％ꎬ评分良好的比例为 ２８.８９％ꎬ评分中等和差的比例分别

３.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最高ꎬ随着术后时间延长ꎬ功能优良患者逐渐增多ꎬ功能差患

部一致性 [７] ꎮ

患者一般资料、ＭＳＴＳ 及 ＦＡＣＴ－Ｇ 得分采用统计描述ꎻ肢体功

<３

优( ｎ)

良好( ｎ)

中等( ｎ)

差( ｎ)

合计[ ｎ( ％) ]

４

８

８

９

２９(３２.２２)

３

３~６

７ ~ １２

５

６

合计[ ｎ( ％) ]

８

１３

１３(１４.４４)

２６(２８.８９)

３.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恶

性骨肿瘤患者的一般资料为自变量ꎬ肢体功能得分为因变量ꎬ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肢体功能的影响因素ꎬ结果显示ꎬ年龄、
婚姻、手术方式、是否安装假肢、术后化疗次数、是否转移、功
能锻炼各项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ꎮ 以年龄、婚
姻、手术方式等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ꎬ肢
体功能为因变量ꎬ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法) ꎬ结果

显示手术方式、是否安装假肢和功能锻炼进入回归方程ꎮ 回
归方程为 Ｙ ＝ ２０.２７－４.５８Ｘ１ ＋２.３８－Ｘ２ － ３.２４Ｘ３ ꎬ此方程解释了
躯体功能全部变异的 ５７％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自变量
常数项

是否安装假肢
化疗次数
功能锻炼

２０.２７
－４.５８
２.３８
－３.２４

ＳＥ

１.４５

０.６８
－０.６４
－０.４３

β
－

－０.５５
０.３０
－０.２６

ｔ值

１０.６１
－６.７７
３.７３
－４.５０

<０.０１

Ｒ２
０.５７
－

<０.０１

－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７

６

３

２２(２４.４４)

２９(３２.２２)

－

４.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 ＦＡＣＴ－Ｇ 得分情况:本组患者术

后生活质量总分及各领域得分均较低ꎬ总分为( ６４.４１±１４.１３)

分ꎬ其中功能状况得分最低ꎬ说明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

３３(３６.６７)
２８(３１.１１)
９０

系ꎬ结果显示ꎬ生存质量各维度与 ＭＳＴＳ 评分呈正相关( Ｐ< ０.

０１)ꎬ说明术后肢体功能越好ꎬ患者的生存质量越好ꎮ 见表 ４ꎮ
表３
维度

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ｎ ＝ ９０)
得分范围( 分)

得分( ｘ
±ｓꎬ分)

０ ~ ２８

１６.４９±４.２８

生理状况

０ ~ ２８

情感状况

０ ~ ２４

社会 / 家庭状况

０ ~ ２８

功能状况

０ ~ １０８

总分

表４

肢体功能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 ｎ ＝ ９０)
Ｂ

者逐渐减少ꎮ 见表 １ꎮ

患者肢体功能情况( ｎ ＝ ９０)

表１
术后时间( 月)

是 ２４.４４％和 ３２.２２％ꎮ 其中术后 ３ 个月内功能评分差的比例

１７.０９±４.２７
１７.０６±４.３１
１３.７７±５.７８

６４.４１±１４.１３

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ｎ ＝ ９０)

项目

ＭＳＴＳ

生理状况 ＰＷＢ

０.４０ ∗∗

情感状况 ＥＷＢ

０.３１ ∗∗

总分

０.４９ ∗∗

社会 / 家庭状况 ＳＷＢ
功能状况 ＦＷＢ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

讨论

０.２４ ∗

０.５０ ∗∗

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情况ꎮ 本研究显

示ꎬ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处于中下水平ꎬＭＳＴＳ 评分低于以往研

能情况最差ꎬ肢体功能可能是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ꎮ

究ꎮ 研究者 Ｈｕａｎｇ [８] 对 ６９ 例骨肉瘤术后 ６ 个月的患者进行

５.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应

分患者功能评分在 ６ 个月内ꎬ因此得分较低ꎬ本次调查也发

见表 ３ꎮ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各维度与肢体功能的关

功能评分为 ２１.６ 分ꎬ得分高于本组患者ꎬ这可能由于本组部
现ꎬ随着术后时间延长ꎬ患者功能评分明显提高ꎮ 另外ꎬ本组

 ２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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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肢患者得分为( ２０.１４± ５.５８) 分ꎬ截肢患者得分为( １２.５± ５.

４４) 分ꎬ保肢患者的肢体功能评分明显高于截肢患者ꎬ以往研
究也显示保肢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和肢体功能恢复都要比截肢
患者更好ꎬ而且没有增加局部肿瘤的复发率 [９￣１０] ꎮ

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的影响因素ꎮ 本次调查显

示ꎬ是否安装假肢、术后化疗次数以及功能锻炼是影响患者术
后肢体功能的主要因素ꎮ 经常参加功能锻炼的患者在功能状
况、社会状况、总体生活质量得分都明显高于偶尔参加锻炼的
患者ꎬ这与 Ｈｕａｎｇ [８] 的研究结果类似ꎬ患者通过加强功能锻
炼ꎬ可以提高肢体功能ꎮ 但本组研究对象中仅有 ３２.２２％的患

者每天活动超过 １ ｈꎬ２２.２２％的患者每天活动不足 ３０ ｍｉｎꎮ 绝
大部分患者术后功能锻炼远远达不到文献报道的要求ꎬ即保
肢术后第 ２ 天可使用助行器进行步态练习ꎬ术后 １ 周可进行
关节活动等 [１１￣１２] ꎮ 另外ꎬ截肢术后尽早装配假肢ꎬ可提高患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者生活质量ꎬ帮助他们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 [１３] ꎮ

[８]

装假肢者ꎮ

[９]

本研究也显示ꎬ安装假肢患者的躯体功能得分明显高于没安
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情况ꎮ 本组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各领域处于较低水平ꎬ将本组患者与常模( ８０.１±１８.１) 分
比较ꎬ得分明显低于常模( Ｐ < ０. ０１) [１４] ꎮ 以往研究选用不同

的生活质量测量工具ꎬ也发现骨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处于较低
水平 [１５] ꎮ 与其他癌症病人比较ꎬ发现骨肿瘤患者 ＦＡＣＴ－Ｇ 得
分更低 [１６￣１７] ꎮ 可能由于恶性骨肿瘤患者大部分年龄较小ꎬ病
灶侵犯骨骼系统ꎬ导致患者肢体活动受限ꎬ影响日常生活能力

[１０]
[１１]
[１２]

有关ꎻ另外ꎬ恶性骨肿瘤疗程长、预后差ꎬ截肢使患者肢体缺失
等ꎬ都会对患者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１８] ꎮ

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ꎮ 患者生活质量各功能维

度得分与 ＭＳＴＳ 评分均成正相关( Ｐ<０.００１) ꎬ说明术后肢体功
能状况越好ꎬ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ꎬ这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等 [１９] 的研究

一致ꎬ他们发现肢体功能总分与生活质量总分存在中等相关
( ｒ ＝ ０.６ꎬＰ< ０.０１) ꎬ与生活质量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得分也
有显著相关ꎮ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 等 [２０] 研究也发现ꎬ功能受限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最大ꎬ解释了变异的 ６１％ꎬ其次是躯体功能损伤ꎬ解
释了变异的 ５４％ꎮ Ｙａｎ 等

[２１]

的调查发现ꎬ约 ５０％的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的身体结构与功能损伤ꎬ导致患者活动受限ꎬ影响患
者日常生活能力ꎬ从而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影响ꎮ 以往研究
均表明肢体功能可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ꎮ
综上所述ꎬ恶性骨肿瘤患者术后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处

于较低水平ꎬ尤其术后 ３ 个月内肢体功能评分低ꎮ 患者术后
肢体功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ꎬ因此改善患者肢体功能有助
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ꎮ 这提示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术后患者进
行康复指导ꎬ尤其是术后早期进行功能指导干预ꎬ制定量化、
可行的康复锻炼计划ꎬ增加患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ꎮ 对于截
肢患者要鼓励患者安装假肢ꎬ尽快融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ꎬ从
而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ꎮ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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