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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或全髋关节置换后老年人首次活动时跌倒恐惧的影响因素

韦  玮 1，李  剑 2，黄林海 1，兰敏东 1，卢显威 1，黄绍东 1

文题释义：

跌倒恐惧：指患者因恐惧跌倒而导致的术后早期不敢进行任何可能会跌倒的活动，包括功能锻炼，若尝试去做这些活动，则可能会出现惊

慌失措、焦虑、眩晕、心悸等症状。

全膝关节置换：是目前较为成熟的一种手术方式，患者多在严重的骨性关节炎发生之后所进行的终极治疗，往往是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最

后选择。通过把破坏的软骨切除，再装上人工假体，可以改变关节的疼痛、肿胀以及活动障碍的一种手术方式。

全髋关节置换：是指用模拟人体关节结构的材料置换病损的关节来达到消除关节病痛、恢复髋部关节功能的目的。

摘要

背景：髋、膝关节置换是目前改善老年髋、膝关节疾病所致关节功能严重障碍、疼痛的根本措施，但由于跌倒恐惧的存在严重影响老年患

者下地活动时间，明确老年髋、膝关节置换患者跌倒恐惧的发生因素对此类患者的早期临床干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影响老年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和全髋关节置换后首次下地活动时跌倒恐惧的因素。

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行髋、膝关节置换的242例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患者跌倒恐惧发

生率，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影响跌倒恐惧的风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①跌倒恐惧发生率为65.6%；②单因素分析显示，存在跌倒恐惧和无跌倒恐惧患者的性别、教育程度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存在跌倒恐惧和无跌倒恐惧患者的年龄、置换类型、既往跌倒史、疼痛评分、焦虑、抑郁、合并慢性病种类、视力减退情况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70岁、疼痛目测类比评分7-10分、焦虑、既往跌倒史是导致患者跌倒恐惧

的风险因素(P < 0.05)；④提示老年患者髋、膝关节置换后首次下地活动时跌倒恐惧发生率较高，术后疼痛、焦虑、年龄、跌倒史等是影响

患者跌倒恐惧的风险因素，临床应重视这些风险因素，以缓解患者跌倒的恐惧心理，促进其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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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跌倒恐惧是老年人的常见

现象，是导致关节置换

后患者拒绝早期下地活

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受

多种因素影响；

△术后疼痛、焦虑、年龄、

跌倒史可加重全膝关节

和全髋关节置换后患者

的跌倒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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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评分 7-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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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髋、膝关节置换可有效缓解髋、膝关节疼痛，改善关

节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但术后患者长期卧床会增加深静

脉血栓、肺栓塞、肺炎、肺不张、便秘等并发症发生率
[2]
，

早下床、早锻炼可减少并发症发生，预防器官功能障碍，

加速患者康复，缩短术后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
[3-4]

。但术后

患者下地活动是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患

者因为害怕术后跌倒和损坏假体，对下地活动存在恐惧心

理，部分患者甚至拒绝早期下地活动
[5-7]

。恐惧跌倒是老年

人的常见现象，在限制活动的老年人中恐惧跌倒的发生率更   

高
[8]
。JELLESMARK 等

[9]
研究显示，接受手术的老年患者在

下地活动前超过 50% 会有跌倒恐惧心理，1.6% 的患者术后

活动期间有跌倒经历。跌倒恐惧也可能导致患者日常生活和

自理活动能力降低，增加患者对旁人的依赖，影响其生活质 

量
[10]
。此次研究旨在探讨髋、膝关节术后首次活动时跌倒

恐惧的影响因素，为髋、膝关节术后患者管理提供数据参考，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

大学附属武鸣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全膝关节置换植入物为山东威高海星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人工全膝关节假体系统，全髋关节置换植入物为美国

捷迈公司全髋关节产品，见表 1。

1.4   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

附属武鸣医院行髋、膝关节置换的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岁，性别不限，患者认知功能

正常；②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完成单侧全膝关节

置换或全髋关节置换术；③患者对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排除标准：①精神疾病、严重认知功能障碍不能正常交

流者；②恶性肿瘤患者；③术后入住重症监护病房者；④首

次活动前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需要对并发症进行治疗者；⑤

拟纳入或已纳入其他临床研究者。

共纳入患者 241 例，其中男 143 例，女 98 例；全膝关

节置换 132 例，全髋关节置换 109 例。

1.5   方法   所有患者手术均由同一组人员完成。患者术后给

予塞来昔布 (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 口服，效果欠佳者给予

地佐辛 (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 mg 肌注，术后冰敷    

30 min，3 次 /d，安定 (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10 mg

肌注，1 次 / 晚。在术后当天抬高患肢以减轻患者术后疼痛、

出血等，当麻醉效果减弱、双下肢肌力基本恢复后即可行踝

泵及下肢的主被动屈伸活动，患者 24-48 h 内扶助下器下地

行走。所有患者在下地前均采用跌倒恐惧量表 (Fear of Falling 

Scale，FFS) 调查患者的跌倒恐惧感
[11]
。

FFS 量表由单个问题组成，要求患者在四点量表上指出

恐惧跌倒的程度，1 分表示不恐惧，2 分表示轻微恐惧，3 分

表示中等恐惧，4 分表示非常恐惧，FFS 量表已经在髋部骨

折患者评估中应用。

Abstract
BACKGROUND: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is currently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improve the severe joint dysfunction and pain caused by elderly hip and 
knee joint diseases. However, the fear of falling seriously affects the time for elderly patients to go to the ground,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are afraid of falling. The occurrence factor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arly clinical intervention of such patient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ear of falling during the first ambulatio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nd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242 eld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in Wuming Hospital,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 incidence of fall fear was observed. The risk factors of fall fear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Logistic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incidence of fall fear was 65.6%. (2)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fear of falling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type of replacement, past fall history, 
pain score, anxiety, depression, types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visual impairment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fall fear (P < 0.05). (3)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70 years old), visual analogue scale pain score of 7-10, anxiety and past fall history were risk factors for falling fear (P < 0.05). 
(4) It is suggested that elderly patients have a higher incidence of fear of falling when going to the groun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ies. 
Post-operative pain, anxiety, age and history of falling ar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fear of falling. Clinic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se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alleviate fear of falling and promote early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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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指标 人工全膝关节假体系统 美国捷迈全髋关节产品

生产厂家  山东威高海星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美国捷迈公司

批准号 国械注准 20153461201 国食药监械 ( 进 ) 字 2003 第 3460463 号

性能结构 股骨髁 -高屈曲后稳定型、胫

骨垫 -后稳定型Ⅱ及胫骨托Ⅰ

髋关节由金属髋臼杯、股骨柄、股骨

头和内衬组成

材质 钴铬钼合金、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

髋臼杯及股骨柄为锻造钴铬钼合金，

股骨头为陶瓷或锻造钴铬钼合金，内

衬为高交联聚乙烯或陶瓷

适应证 膝关节置换 髋关节置换

生物相容性 高 良好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静脉血栓和肺栓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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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患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置换类型、合并症、

下地时间、疼痛目测类比法评分、抑郁评分、焦虑评分等指标，

分析不同指标对 FES 评分的影响。

疼痛评分采用目测类比法评定，评分范围 0-10 分，0

分表示完全无疼痛，10 分表示疼痛不可忍受，得分越高说明

疼痛程度越严重
[12]
。

抑郁和焦虑评分采用医院抑郁量表和医院焦虑量表进行

评定
[13-14]

，医院抑郁量表和医院焦虑量表均包括 7 个问题，

每个问题赋分 0-3 分，总体得分范围 0-21 分，0-7 分代表无

症状，8-10 分代表可疑症状，11-21 分代表肯定存在症状。

此次研究以≥ 8 分作为抑郁或焦虑症状阳性。

1.6    主要观察指标   术后 24 h 对所有患者进行 FFS 评分评估，

记录患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置换类型、合并症、下地

时间、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抑郁评分、焦虑评分等指标，分

析不同指标对 FFS 评分的影响。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应用

多因素 Logistic 法分析恐惧跌倒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髋、膝关节置换的老年患者 241

例，全膝关节置换 132 例，全髋关节置换 109 例，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病例。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跌倒恐惧程度及单因素分析   FFS 量表评定结果显示，无

恐惧患者 83 例，轻度恐惧 21 例，中度恐惧 62 例，非常恐

惧 75 例，跌倒恐惧发生率为 65.6%。单因素分析显示，存在

跌倒恐惧和无跌倒恐惧患者性别、教育程度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存在跌倒恐惧和无跌倒恐惧患者的年龄、置换

类型、既往跌倒史、疼痛评分、焦虑、抑郁、合并慢性病种类、

视力减退等情况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影响患者首次跌倒恐惧的多因素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有

意义的自变量赋值如下，年龄：<70 岁 =0，≥ 70 岁 =1；置

换类型：全膝关节置换术 =0，全髋关节置换术 =1；既往跌

倒史：否 =0，是 =1；疼痛评分：0-3 分 =0，4-6 分 =1，7-10

分 =2；焦虑：否 =0，是 =1；抑郁 =0，是 =1；合并慢性病：

无 =0，1 种 =0，≥ 2 种 =2；视力减退：否 =0，是 =1。以

是否存在跌倒恐惧为应变量，将赋值后的自变量引入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70 岁、疼痛目测；类比评

分 7-10 分、焦虑、既往跌倒史是导致患者跌倒恐惧的风险

因素 (P < 0.05)，见表 3。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项功能和职能逐渐下降，老

年人的肢体活动协调性明显下降
[15]
，研究显示，老年人在

运动过程中避免跌倒的自我效能和信心随年龄的上升而下     

降
[16]
。国外学者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跌倒恐惧的发生率

高达 65%，而因此导致的限制或避免活动行为高达 55%[17]
；

国内研究数据较之更高，孙源等
[18]

在研究中发现，国内老

年人跌倒恐惧发生率高达 80%，可见跌倒恐惧是目前国内老

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髋、膝关节置换的目的是取得良

好的关节功能，以实现病前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早期的下床

活动和功能锻炼是髋、膝关节置换术后的重要内容，也是取

得期望髋、膝关节功能的重要基础，对预防髋、膝关节置换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9-21]

。但由于术后

对置入关节假体无法有效适应，甚至会感觉到不适或者疼

痛，严重增加了老年患者的跌倒恐惧心理，其主要表现为拒

绝被动的肢体锻炼、早期主动运动和下床活动
[22]
。此次研

究结果显示，老年患者髋、膝关节置换术后跌倒恐惧发生率

为 65.56%。LIU 等
[23-24]

研究显示，与家人住在一起的老年人

和疗养院中老年人跌倒恐惧的发生率为 33%-65%，此次研

究结果高于上述研究结果，提示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具

有较高的跌倒恐惧发生率。跌倒恐惧会阻碍患者下床活动，

增加跌倒发生率及术后并发症，BROWN 等
[25]

研究显示，跌

纳入单侧全膝

或全髋关节置

患者 241 例

全膝关节置换治疗
132 例，全髋关节

置换治疗 109 例

所有患者均

进行 FFS 评分

评估

241 例患者全

部进入结果分

析，无脱落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表 2 ｜影响患者跌倒恐惧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2 ｜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ffecting patients’ fear of falling

临床特征 n 跌倒恐惧 无跌倒恐惧 χ 2
值 P 值

性别 男 143 95 48 0.119 0.730
女 98 63 35

年龄 <70 岁 108 53 55 23.557 < 0.001
≥ 70 岁 133 105 28

教育程度 小学 62 45 17 2.047 0.359
中学 99 61 38
≥大专 80 52 28

置换类型 全膝关节置换 41 24 17 9.202 0.002
全髋关节置换 200 161 39

既往跌倒史 是 163 123 40 21.861 < 0.001
否 78 35 43

疼痛目测类比评分 0-3 分 63 28 35 13.554 0.001
4-6 分 113 77 36
7-10 分 65 53 12

焦虑 是 137 101 36 9.368 0.002
否 104 57 47

抑郁 是 119 93 26 16.506 < 0.001
否 122 65 57

合并慢性病 无 83 42 41 20.027 < 0.001
1 种 71 44 27
≥ 2 种 87 72 15

视力减退 是 71 62 9 21.115 < 0.001
否 170 96 74

表 3 ｜影响患者首次跌倒恐惧的多因素分析
Table 3 ｜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patients' fear of falling for the first time

影响因素 β SE Waldχ 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值

年龄≥ 70 岁 0.823 0.114 12.829 < 0.001 1.673 1.085-4.337
疼痛目测类比评分 7-10 分 1.017 0.237 17.148 < 0.001 3.408 1.817-8.146
焦虑 0.615 0.102 8.539 0.003 1.528 1.142-3.561
既往跌倒史 1.193 0.368 21.892 < 0.001 4.124 2.372-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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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倒恐惧可影响 75% 的患者早期活动，因此探讨影响患者跌

倒恐惧的风险因素，对促使患者早期下地活动、促进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疼痛目测类比评分 7-10 分是跌倒

恐惧的风险因素，目测类比评分 7-10 分的患者是 0-3 分患

者跌倒恐惧发生的 3.408 倍。疼痛是人身体内部的伤害性感

觉，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活动，髋、膝关节置换后一方

面手术及假体作为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产生痛觉，另一方

面患者术后机体对各种刺激做出的痛反应，即躯体运动性反

应和 / 或内脏植物性反应均可使患者产生和 / 或增加疼痛感，

并且由于疼痛常伴随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也易导致患者对例

如跌倒等不良后果的联想，增加活动恐惧心理的产生
[26-27]

。

目前，疼痛评估和疼痛管理已成为骨科的两项重要内容；

KALISCH 等
[28]

研究显示，骨科患者术后体力活动引发的疼

痛可增加患者对跌倒的恐惧；BROWN 等
[25]

的研究中，超过

50% 的患者报告疼痛是限制活动的主要原因。文献报道合理

的疼痛管理和活动前镇痛药应用有利于患者早期活动，美国

和加拿大等国家学者均建议在活动前给予患者镇痛药物，缓

解疼痛，增加患者活动的舒适度。因此，术后下地活动前做

好疼痛评估和疼痛管理对降低患者的跌倒恐惧具有改善作

用。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活动前存在焦虑状态是影响老

年髋、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首次下地活动跌倒恐惧的影响

因素。OUDE VOSHAAR 等
[29]

研究显示，患者对跌倒的恐惧

可能与患者的焦虑情绪有关，引发髋、膝关节置换术后下地

活动前焦虑的原因有对下地活动失败的恐惧、害怕假体损坏

和对疗效未知的恐惧等因素。VAN HAASTREGT 等
[30]

研究显

示，分级运动 ( 如第 1 天坐于床边进行适应，次日进行下地

站起活动等 ) 可减少患者对下地活动相关的焦虑心理。此外，

ADLER 等
[31]

的研究显示，增加被动运动和主动运动 / 卧床

运动的范围可减少焦虑情绪、跌倒恐惧和改善下床活动的灵

敏度。因此，术后做好患者情绪评估并进行针对性干预有助

于改善患者的跌倒恐惧发生率。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年龄≥ 70 岁是老年髋、膝关节置

换术后患者跌倒恐惧的影响因素，与孙鸿雁等
[32-33]

在脑卒中

调查中的研究结果类似，考虑与以下因素有关：①随着年龄

增加，患者身体功能降低，视力、听力等降低，活动能力减弱，

平衡能力降低，对身体的掌握力度降低，增加了跌倒恐惧发

生的风险；②此次研究结果中，既往有跌倒史是影响患者跌

倒恐惧的重要因素，尤其部分髋关节置换患者是因为跌倒所

致股骨头骨折而行手术，跌倒后躯体和心理的创伤作为一种

痛苦经历，使患者对跌倒更为关注，形成害怕跌倒的心理因

素，随着年龄增加，患者跌倒经验积累增加，可能是导致其

跌倒恐惧易于发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老年髋、膝关节置换术后跌倒恐惧发生率较

高，术后疼痛、焦虑、年龄、跌倒史等是影响患者跌倒恐惧

的风险因素，临床应重视这些风险因素，以缓解患者跌倒的

恐惧心理，促进其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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