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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两组止血效果比较( ％)
止血成功

对照组( ｎ ＝ ９０)
干预组( ｎ ＝ ９０)
χ２ 值

再出血

８２

１０

８９

２

５.７３１０

５.７１４３

０.０１６７

Ｐ值

０.０１６８

２.临床指标比较:对照组再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多于干

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９０)
干预组( ｎ ＝ ９０)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ｘ
±ｓ)
再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１０５.４３±１０.４６

７.５０±２.１５

２１０.０８±２７.９４

１２.１８±２.８０

３３.２７７６

ｔ值

１２.５７６６

０.００００

Ｐ值

 ２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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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上消化道出血起病急ꎬ病情进展快ꎬ可使患者的生
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ꎮ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临床表现取决于
出血的位置、性质、出血速度及出血量 [６] ꎬ与患者循环功能代
偿能力、年龄有关ꎮ 在临床护理中ꎬ除了要严格遵照医嘱对患
者采取常规急救、止血、补充血容量等措施外ꎬ还应开展心理、
饮食和健康教育ꎬ以促进康复 [７] ꎮ
集束化护理是一种现代化护理模式ꎬ能使护理人员有针
对性、有预见性及有目的性开展临床护理服务ꎬ并通过医院、
家属与患者三方协作努力ꎬ以提高疾病治愈率ꎬ增强各类疾病
的治疗效果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干预组止血成功率为 ９８.
８９％、再出血率为 ２.２２％ꎬ均优于对照组的 ９１.１１％和 １１.１１％ꎬ
( Ｐ<０.０５) ꎬ表明集束化护理用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可行性

高ꎬ有助于提高止血成功率ꎬ控制再出血ꎮ 集束化护理包含多
年护理经验ꎬ是前沿护理知识的总结ꎬ将其应用到上消化道出
血患者中ꎬ能调动每位护理人员的参与热情ꎬ并使护理人员的
创新能力、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ꎮ 另外ꎬ集束化护理还可使患
者对患病原因、临床症状、治疗措施与护理要点等有一定的了
解ꎬ进而学会自我护理管理技巧ꎬ与护理人员密切沟通ꎬ最终
获得良好的护理成效 [８] 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
干预组再出血量较少ꎬ住院时间更短( Ｐ< ０.０５) ꎬ进一步表明
集束化护理优于常规护理ꎬ能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ꎬ为预防再
次出血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总而言之ꎬ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效果确切ꎬ
能合理控制出血ꎬ推动康复进程ꎬ建议进一步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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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对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的改善作用
张海英

夏晓萍

【 摘要】

目的

蒋佳英
观察八段锦“ 双手攀足固肾腰” 与西医“ 五点支撑” 功能锻炼对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

背痛的改善作用ꎮ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８０ 名护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ꎬ实验组进行八段锦

“ 双手攀足固肾腰” 功能锻炼ꎬ对照组进行西医“ 五点支撑” 功能锻炼ꎬ锻炼频率为每日一次ꎬ每周五次ꎬ每

次五分钟ꎮ 在锻炼前及连续锻炼 １０ 周后ꎬ对护理人员进行腰部活动度( ＬＲＯＭ) 、疼痛系数( ＶＡＳ) 评定ꎮ
结果

与干预前比较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ＬＲＯＭ 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而实验组在 ＶＡＳ 评分也上

有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 ꎻ两组干预后结果比较ꎬ实验组在 ＬＲＯＭ 方面的改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八段锦有助于改善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ꎮ

【 关键词】

非特异性腰背痛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４

八段锦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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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ｉｇｈｔ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ｎｏｎ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ꎬ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４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ａ Ｄｕａｎ ｊｉｎ “ ｈａｎｄｓ－ｔｏｕｃｈ－ｆｏｏｔ ｆａｓｔ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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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ｄｎｅｙ－ｗａｉ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ｆｉｖｅ－ｐｏｉ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ｉｇｈ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 ｈａｎｄｓ － ｔｏｕｃｈ － ｆｏｏｔ
ｆａｓｔｅｎｓ ｋｉｄｎｅｙ － ｗａｉ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 ｆｉｖｅ － ｐｏｉ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ｓ ｏｎｃｅ ａ ｄａｙꎬ ｆｉｖｅ ｔｉｍｅｓ ａ ｗｅｅｋꎬ ｆｉｖ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１０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ｆｏｒ ｌｕｍｂ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ＬＲＯＭ)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Ｖ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Ｒ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Ｐ<０.０５) 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Ｓ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ＬＲＯＭ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ａ Ｄｕａｎ Ｊｉｎ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ꎻ Ｂａ Ｄｕａｎ Ｊｉｎ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ｅ
非特异性腰背痛(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ꎬＮＳＬＢＰ) 是
护理人员常见和多发的职业病ꎬ我国护理人员腰背痛患病率
为 ４０％ ~ ７９％ [１￣２] ꎬ严重影响其生活和工作质量ꎬ对医院护理
质量和病人安全造成威胁ꎮ 目前运动治疗是国内外唯一一致
推荐的有益的治疗方法 [３￣５] ꎬ而现使用较多的运动疗法包括
“ 中医导引” 和“ 西医腰腹肌功能锻炼” [６￣７] ꎮ 八段锦作为“ 中
医导引”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尤其是“ 双手攀足固肾腰” 一式ꎬ已
有研究显 示 在 椎 间 盘 源 性 腰 痛 的 治 疗 方 面 具 有 显 著 的 效
果 [８] ꎻ桥式运动作为“ 西医腰腹肌功能锻炼” 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尤其是“ 五点支撑” ꎬ已有研究显示在腰痛的治疗方面具
有显著的效果 [９] ꎮ 本研究在不影响护理人员正常工作的前提
下ꎬ对照比较两种运动疗法的对非特异性腰背痛干预效果ꎬ为今
后改善护理人员腰背痛的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患有非特异性腰背痛的护士作为研究
对象ꎬ均知情同意ꎮ (１) 纳入标准:①临床护理人员ꎻ②过去 １
年发生过腰、腰骶、臀部疼痛和不适症状、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１２ 周ꎻ③未接触过八段锦或腰部功能锻炼ꎻ④治疗前 ２ 月内
未接受任何治疗ꎻ⑤能够自主完成“ 双手攀足固肾腰” 和“ 五
点支撑” ꎮ (２) 排除标准:①腰部疼痛有明显病因ꎻ②曾进行
八段锦或腰部功能锻炼ꎻ③１ 年以内妊娠及哺乳期ꎻ④ 外伤
史、妇科疾病等非工作因素导致的腰背痛ꎻ⑤不适合运动疗法
者ꎮ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 ８０ 人ꎬ按照纳入
顺序将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ꎬ实验组 ３８ 人ꎬ对照组
４２ 人ꎮ 在临床研究中ꎬ实验组脱落 １ 人ꎬ对照组剔除 １ 人、中
表１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０)
试验组( ｎ ＝ ３７)
χ２ 值
Ｐ值

年龄

止 １ 人ꎮ 故实验组共 ３７ 人ꎬ对照组 ４０ 人ꎮ
２.干预方法:( １) 对照组:参考« 运动疗法技术学» [１０] 中
“ 五点支撑” 法的动作要领ꎬ由本院推拿科一位医师向对照组
微信群推送“ 五点支撑” 的视频及动作要领ꎮ 对照组受试者
参照视频进行“ 五点支撑” 功能锻炼ꎬ并每日实时记录打卡锻
炼情况ꎮ １ 周锻炼 ５ 次ꎬ１ 周为 １ 疗程ꎬ连续锻炼 １０ 个疗程ꎮ
(２) 实验组:参考« 推拿功法学» [１１] 、« 健身气功八段锦» [１２]
中“ 双手攀足固肾腰” 的动作要领ꎬ由本院推拿科一位医师向
实验组微信群推送“ 双手攀足固肾腰” 的视频及动作要领ꎮ
实验组受试者参照视频进行八段锦“ 双手攀足固肾腰” 功能
锻炼ꎬ并每日实时记录打卡锻炼情况ꎮ １ 周锻炼 ５ 次ꎬ１ 周为
１ 疗程ꎬ连续锻炼 １０ 个疗程ꎮ
３.效果评价:分别于治疗前及连续治疗 １０ 个疗程后对实
验组和对照组护理人员进行腰部活动度( ＬＲＯＭ) 、疼痛系数
( ＶＡＳ) 的评定ꎮ
４.统计学处理: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对收
集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ꎻ同组治疗前后的计量数据比较
采取配对 ｔ 检验ꎬ不同治疗组的计量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ꎻ设置可信度 α ＝ ０.０５ 作为有统
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基线资料比较:经过 １０ 个疗程的干预ꎬ最终 ７７ 人
纳入统计评价ꎮ 经过对入组前基线资料比较ꎬ结果显示:各组
间年龄、工作年限、疼痛程度等方面的情况基本一致 ( Ｐ > ０.
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ꎬ见表 １ꎮ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ｎ)

<３０ 岁

３０ ~ ３５ 岁

>３５ 岁

<５ 年

９

２４

６

１１

６

２２

３.２４６

１０

９

工作年限

>１０ 年

中度

２０

８

３０

１９

３.２７５

０.５８９

２.干预效果评价:( １) 实验组干预前后比较:实验组治疗

前后 ＬＲＯＭ 前屈、后伸、侧屈、侧旋有显著提高( Ｐ< ０.０５) ꎬ而
ＶＡＳ 评分比较则有显著下降( Ｐ< ０.０５) ꎬ见表 ２ꎮ ( ２) 对照组

疼痛程度

５ ~ １０ 年

１０

重度

３２

０.６９８

１０

０.４０２

８

０.９１２

侧旋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 < ０. ０５) ꎬ而两组 ＶＡＳ 干预后评分比
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４ꎮ
讨论

近年来ꎬ关于国内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患病

干预前后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 ＬＲＯＭ 前屈、后伸、侧屈、侧

率的多项调查显示:我国 ６０％ 以上的护理人员患有非特异性

显著( Ｐ>０.０５) ꎬ无统计学意义ꎬ见表 ３ꎮ ( ３) 实验组、对照组

率更是高达 ９３％ꎬ 严重影响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质

旋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ꎬ而 ＶＡＳ 评分虽然有所下降ꎬ但并不
干预后比较:与对照组比较ꎬ实验组 ＬＲＯＭ 前屈、后伸、侧屈、

腰背痛ꎬ而其中工龄超过 ６ 年的 ＩＣＵ 护理人员腰背痛的患病
量 [２] ꎮ 护理工作有责任大、任务繁重、精神压力大等特点ꎬ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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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理人员需要全身心投入、连续工作ꎬ经常加班ꎬ导致护理人员
体虚、生物钟紊乱ꎮ 并且护理工作常需要搬抬病人、弯腰和转

身ꎬ这些都是导致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的主要原因 [１３] ꎮ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关注和研究护理人员的腰背痛ꎬ美国 [１４] 、
澳大利亚 [１５] 、荷兰 [１６] 等国家医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治疗

方案ꎮ 目前运动疗法是治疗非特异性腰背痛的首选方法 [３] ꎬ
然而由于护理工作的繁忙ꎬ过多过于复杂的运动疗法ꎬ护理人
员难以保障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接受治疗ꎬ且不合理的运动疗
法本身也可能成为身体的额外分担ꎮ
八段锦属于中医传统导引ꎬ而导引在筋骨损伤中应用广

畴 [１８] ꎮ “ 腰痹” ꎬ中医多认为是由风、寒、湿、热等邪气痹阻经
络ꎬ影响气血运行所致ꎮ 从中医角度来讲ꎬ八段锦中“ 双手攀
足固肾腰” 具有活血化瘀、舒经通络、理气止痛、去瘀生新ꎬ对

腰背部功能的改善功效尤为显著 [１２] ꎮ 而从西医角度来看ꎬ
“ 双手攀足固肾腰” 是一种有氧运动ꎬ伸屈幅度较大ꎬ通过脊

柱大幅度前屈后伸ꎬ可有效提高肌群的力量和伸展性ꎮ “ 五
点支撑” 作为腰部功能锻炼被广泛用于治疗急性腰背痛ꎬ主

法ꎮ
在两种运动疗法的简易程度方面ꎬ“ 五点支撑” 法需要仰
卧才能完成ꎬ而“ 双手攀足固肾腰” 只需站立ꎬ步骤简洁ꎬ动作
简单易学ꎬ受试者接受程度高ꎬ依从性好ꎮ 今后我们可以将八
段锦“ 双手攀足固肾腰” 进一步改进ꎬ设计成更加简单易学的
课程ꎬ添加到每日护理晨交班中ꎬ将八段锦运动疗法普及到每
位护理人员ꎬ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早干预ꎬ以期能帮助到每一
位护理人员摆脱腰背痛的困扰ꎮ
实验组干预前后 ＬＲＯＭ、ＶＡＳ 比较( ｘ
±ｓ)

ＬＲＯＭ 前屈( °)

７９.４±９.９２

８５.６±７.１６

ｔ值
－８.３６

０.００１ ∗

ＬＲＯＭ 侧屈( °)

２３.４±３.４８

２７.６±２.８９

－４.２９

０.００１ ∗

ＬＲＯＭ 后伸( °)
ＬＲＯＭ 侧旋( °)
ＶＡＳ( 分)

干预前

２４.６±５.１２
２３.５±４.６１
４.２５±２.３９

干预后

２８.６±３.２４
２６.９±３.２９
２.５９±２.０６

－３.０６
－３.７１
３.２４

注:∗Ｐ<０.０５

表３

Ｐ值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２ ∗

对照组干预前后 ＬＲＯＭ、ＶＡＳ 比较( ｘ
±ｓ)

ＬＲＯＭ 前屈( °)

７８.６±９.２３

８３.１±４.２８

ｔ值
－３.２６

０.０４６ ∗

ＬＲＯＭ 侧屈( °)

２２.６±４.６９

２５.７±３.０８

－３.２９

０.００２

ＬＲＯＭ 后伸( °)
ＬＲＯＭ 侧旋( °)
ＶＡＳ( 分)

注:∗Ｐ<０.０５

干预前

２３.５±３.０２
２２.１±４.６３
３.５９±２.５６

干预后

２６.２±２.５２
２５.９±４.２３
２.７０±２.１０

－２.１３
－２.８１
２.１１

Ｐ值

０.００１ ∗
∗

０.００２ ∗
０.０５３

ｔ值

Ｐ值

２.１６

０.０３５ ∗

ＬＲＯＭ 侧屈( °)

２７.６±２.８９

２５.７±３.０８

２.４１

０.０１８ ∗

ＬＲＯＭ 后伸( °)
ＬＲＯＭ 侧旋( °)
ＶＡＳ( 分)

注:∗Ｐ<０.０５
[１]

[２]
[３]
[４]

[ ５]

动疗法相比较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 双手攀足固肾腰” 可以
提高腰背部功能ꎬ并且在改善效果方面优于西医“ 五点支撑”

对照组

８３.１±４.２８

要能提高腰背肌肌力ꎬ减轻腰背痛症状 [１９] ꎮ 本研究将两种运

改善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活动受限的症状ꎬ减轻其疼痛ꎬ

试验组

８５.６±７.１６

宜、骨正筋柔、简单易学、强度适中等特点 [１７] ꎮ 在中医文献中

并无非 特 异 性 腰 背 痛 此 病 名ꎬ 但 其 隶 属 于 中 医 “ 腰 痹” 范

实验组、对照组干预后 ＬＲＯＭ、ＶＡＳ 比较( ｘ
±ｓ)

ＬＲＯＭ 前屈( °)

泛ꎮ 八段锦相对于其他导引法来说ꎬ具有柔和连绵、动静相

表２

 ２３６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８.６±３.２４
２６.９±３.２９
２.５９±２.０６

参

考

２６.２±２.５２
２５.９±４.２３
２.７０±２.１０

文

３.２１
２.４３
－２.４６

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６ ∗
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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