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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疼痛护理方案对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患者的护理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于 2018 年 9
月开始，于 2020 年 9 月结束，以在研究时间内本院接收的 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患者共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

展开研究。为了更好的提升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将对 60 例患者进行分组探讨，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将 60 例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分别 30 人，在研究过程中分别针对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观

察组采用疼痛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最终采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以及治疗有效率进

行对比。结果 经过对比后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后的疼痛评分分别为（3.02±1.44）和（6.57±1.61），

组间差异明显，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6.66%，对照组的治疗有

效率为 83.33%，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治疗过

程中，采取有效的疼痛护理方案可以明显将患者的疼痛值进行降低，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提升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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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value of pain nursing program for 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8 and ended in September 2020. A total of 60 
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admitted to this hospit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60 pati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discussion, and the 60 patients will b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30 people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group adopt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s pain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conventional nursing. Finally,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are the pain scores and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pai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3.02±1.44) and (6.57±1.61),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hich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observation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group was 96.66%,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33%.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treating 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taking an effective pain care pla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atient's pain value, impro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effect,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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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当前骨科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在老 年人群体中较为常见，在发病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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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和易骨折等等，尤其是在绝经期女性的发病时所

产生的影响更大。骨质疏松根据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原

发性和外因性，两者的主要区分点就是原发性的骨质

疏松患者骨密度不断的降低，同时骨组织纤维结构也

在发病过程中逐渐发生退化，在老年绝经女性患者群

体中更为常见[1]。当前需要不断降低患者的疼痛程

度，才可以将患者治疗效果和依从性进行有效的改

善，本文主要针对疼痛护理方案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具体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

在本院进行治疗的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患者共 60
例，按照比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60 岁和 78
岁，平均年龄为（69.84±2.15）岁，平均病程为

（3.51±1.25）年；对照组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61 岁和 79 岁，平均年龄为（70.54±2.21）岁，平均

病程为（3.49±1.22）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无

较大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

对比。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采用相同的治疗方式，

为口服钙尔奇 D 片，每天服用 600mg。在这一基础

上将常规护理应用在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即常

规的用药指导、饮食护理和运动护理等等，将疼痛护

理方案结合对照组患者的常规护理应用在观察组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具体护理方式如下： 
①健康教育。在患者入院时，护理人员需要对患

者的实际病情进行了解，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展开针

对性的健康教育，将骨质疏松的相关知识点向患者进

行充分的讲述，同时告知患者骨质疏松的具体治疗方

法和可以达到的治疗效果，将平时在家中的功能锻炼

方法给患者进行普及，让患者更加清晰的了解[2]。疼

痛曲线绘制法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护理人员需

要将其给患者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患者牢固掌握，记

录其体质量、钙摄入量以及基本运动情况等内容。 
②心理护理。由于骨质疏松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生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会

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护理人员需要充分

了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来源，并和患者进行充分的沟

通，降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针对患者的实际情

绪制定有效的护理方案[3]。 
③识别疼痛曲线。护理人员要在护理过程中教给

患者如何进行疼痛曲线的识别，交给患者疼痛阈值的

掌握方法，对自身的疼痛进行正确的分析，学会正确

的自我护理方法，并更好的绘制自身的疼痛部位和范

围，更加精确的描述自身的疼痛程度[4]。 
④功能锻炼。在日常护理中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

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功能锻炼方案的制定，以患者的病

情为基础制定有效的功能锻炼方案。在患者疼痛有所

缓解后可以逐渐增加运动量，对各个部位进行合理的

锻炼，每天的锻炼时间为 30min 左右。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疼痛程度以及治疗

有效率。患者经过治疗后疼痛完全消失视为显效；患

者经过治疗后疼痛有一定程度的减轻视为有效；患者

经过治疗后疼痛没有发生变化视为无效。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需要对两组患者的数据分别进行处理，

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在分析的过程中，

将±标准差用来进行表达计量资料，t 对其进行检验；

同时 n（%）用来进行表达计数资料，X2 对其进行检

验。两组数据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则说明该数据符合统

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经过对比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评分对比后

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7.52±1.51 3.02±1.44 

对照组 30 7.43±1.24 6.57±1.61 

t 值   3.7497 

P 值   ＜0.05 

2.2 经过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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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22（73.33） 7（23.33） 1（3.33） 29（96.66） 

对照组 30 13（43.33） 12（40.00） 5（16.66） 25（83.33） 

X2值     6.2544 

P 值     ＜0.05 

 
3 讨论 
骨质疏松在绝经期女性群体中发病率最高，一旦

患者患有骨质疏松会对其正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腰背部疼痛和骶尾部疼痛是当前临床治疗中最为常

见的两种症状，患者的疼痛感还会随着外力的作用而

不断的加强，骨质疏松还会导致患者出现驼背、腰部

曲线消失等等，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5]。因此现阶

段对骨质疏松治疗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就是降低患者

的疼痛程度。而疼痛护理方案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护

理方案，主要是为了改善患者的疼痛，以此来改善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效果，这种治疗方式以人性化

护理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结合疼痛曲线认知来提升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疼痛认知能力。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可

以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后的疼痛评分分别为

（3.02±1.44）和（6.57±1.61），组间差异明显，符合

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观察组的治疗

有效率为 96.6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3.33%，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治疗过程中，

采取有效的疼痛护理方案可以明显将患者的疼痛值

进行降低，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提升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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