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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合并焦虑症的孕妇的临床效果

刘雪梅 、 常学江 、 王立中 、 薛飞杨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合并焦虑症 的孕妇分娩风险事件发生及母婴结局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合并焦虑症的孕妇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成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院内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的分娩风险事件发生及母婴结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观察组患

者的分娩风险事件发生率（7.5％），明显低于对照组（22.5％）（P< 0.05）；观察组患者妊娠结局和新生

儿出生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合并焦虑症的孕妇分娩

风险事件的发生，改善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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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gnant women with anxiety disorder　 
 LIU Xuemei, CHANG Xuejiang, WANG Lizhong, 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Jiaozhou Central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266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occurrance 

rate of delivery risk events and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80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pril 2016 were col-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livery risk events and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

lyzed. Results　The occurrance rate of delivery risk eve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7.5%)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2.5% 9) (P<0.05);The  pregnancy outcome and conditions of newbor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to reduce the occurrance rate of delivery risk events, and improve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of pregnant 

wome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Key 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Pregnancy; Anxiety;Delivery risk events;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随着近年来随着的社会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

重组、单亲家庭比例不断提升，不良社会现象的发

生率也越来越高，人与人之间缺乏充分的信任和沟

通，人际关系较为复杂等，使得焦虑症发病率逐年

增高；而如果焦虑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则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1］。对患有

焦虑症的孕妇患者而言，持续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可

能会导致流产或娩出困难等产科危重症，对母婴结

局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也给产科护理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和困难 ［2］。本文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合

并焦虑症的孕妇的分娩风险事件发生及母婴结局的

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合并焦虑症的孕妇 80 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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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三版）》中焦虑症的诊断标准［3］；②所有患

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在知情同意书签名确认。

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的心、脑、肺等严重疾病者；

②合并产科并发症者。将 8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患者。对照组

患者年龄 18~40 岁，平均（29.3±10.2）岁。在疾病

类型方面，33 例患者为精神分裂症，7 例患者为心

境障碍；在疾病分期方面，30 例患者为发作期，10
例患者为稳定期。对照组患者年龄 19~40 岁，平均

（30.4±10.1）岁。在疾病类型方面，35 例患者为精

神分裂症，5 例患者为心境障碍；在疾病分期方面，

28 例患者为发作期，12 例患者为稳定期。两组患者

的年龄、孕周、焦虑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包括妊娠期监测、

饮食与生活指导等。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精神科专科护

理：遵医嘱给予患者药物治疗并对其疗效及副作用进

行监测，防止患者产后精神症状加重。如果患者出

现拒绝服药及饮食的情况，应指派专门人员对其进

行看护。在专门准备的病房安置产后患者，保证环

境安静舒适，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做好患者的保暖

工作，保证患者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促进患者体力

的恢复，预防患者产后精神症状加重。（2）心理护理：

对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积

极和患者交流，采用和蔼的态度及温和的语言对患

者进行鼓励，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促进患者对临床医护人员的信任，从而使患者对临

床的各项治疗及护理积极配合。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自理缺陷、自伤行为、暴力行

为、危及婴儿、家庭破裂等分娩风险事件发生情况。

观察两组新生儿出生情况，包括足月产、早产、胎

儿生长受限、新生儿 Apgar 评分（阿氏评分）等。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分娩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分娩风险事件

总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分娩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自理
缺陷

自伤
行为

暴力
行为

危及
婴儿

家庭
破裂

总发生

观察组 40 1（2.5） 1（2.5） 0（0） 0（0） 1（2.5） 3（7.5）*

对照组 40 3（7.5） 2（5.0） 1（2.5） 2（5.0） 1（2.5） 9（22.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产后出血、感染、切口愈

合不良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表 2）
表2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疼痛 产后出血 感染 切口愈合不良

观察组 40 3（7.5）* 1（2.5）* 1（2.5）* 1（2.5）*

对照组 40 5（12.5） 3（7.5） 4（10.0） 3（7.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新生儿出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足月产、Apgar 评分 8~10 分比

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早产、胎儿生长

受限、Apgar 评分（<8 分）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表 3）
表3　两组新生儿出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足月产 早产
胎儿生
长受限

新生儿Apgar评分（分）

4 4~7 8~10
观察组 40 39（97.5）* 1（2.5）* 0（0）* 0（0）* 1（2.5）* 39（97.5）*

对照组 40 31（77.5） 9（22.5） 3（7.5） 2（5.0） 3（7.5） 35（87.5）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伴有焦虑症孕妇的数目不断增加，

要求产科临床护理人员应对妊娠合并焦虑症状的患

者的护理风险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对护理措施进行

熟练掌握［4-6］。目前大部分产科护理人员对伴有焦虑

症产妇患者的护理知识及经验仍不足，因此不能及

时发现患者的焦虑症状病情的变化，进而可能对患

者的妊娠结局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产科护

理人员应对焦虑症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有一定的了

解，对相应的护理措施要点也必须熟练掌握，并积

极主动地和患者家属交流，对患者的疾病情况有一

个更系统完整的掌握，以便在护理过程中能够及时

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并及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疏导和缓解患者的紧张不安情绪，避免病情进一步

加重对产妇和婴儿产生不良影响，造成较为严重的

产科并发症［7-9］。

以往研究发现，发作期的焦虑孕妇易出现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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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结局，且新生儿出生情况受到明显影响［10］。患

有焦虑症的孕产妇在发病期间，因紧张不安以及饮

食睡眠欠佳，或者出现严重的急性焦虑发作导致影

响治疗，都可能降低患者在分娩过程中的配合程度，

对妊娠结局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因为患者在发病期间

对自我的照顾能力下降，饮食差营养水平下降等原

因，都可能对新生儿产生不良影响，造成早产或胎

儿生长受限等。

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分娩风险事件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自然分娩、新

生儿足月产、Apgar 评分 8~10 分比例均显著高于

常规护理组（P<0.05）而新生儿早产、胎儿生长

受限、Apgar 评分（<8 分）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说明接受综合护理的焦虑症孕产妇分

娩风险事件明显降低，且妊娠结局及新生儿出生情

况较好。因此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妊娠合并

焦虑症的患者分娩风险事件的发生，改善母婴结局，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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