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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训练对孕妇焦虑情绪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李志猛 1 、 李雅妹 2 、 周素芝 1 、 裴双义 1 、 王彦娟 1

【摘要】目的　探讨情景模拟训练对孕妇焦虑情绪和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入住的健康初产妇 16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8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情景模拟训练，观察比较两组孕妇的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和妊娠结局。结果　（1）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两组的 HAMA 评

分均显著降低（P<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2）干预后观察组的自然分娩率和

新生儿 1min Apga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产后 2h 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实施情景模拟训练有利于改善孕妇的焦虑情绪及妊娠结局，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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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cenarios simulation training on the anxiety and pregnancy outcome of pregnant women 
　　LI  Zhimeng，LI Yamei，ZHOU Suzhi，et al.The fifth hospital of Tangshan City，Tangshan 06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cenarios simulation training on the anxiety and pregnancy out-

come of pregnant women. Methods　A total of 16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

ary 2015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contained 

8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cenarios simulation 

training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score and pregnancy outcome 

between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After intervention，the HAMA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HAMA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2）The natural birth rate and neonatal 1min Apgar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and the postpartum hemor-

rhage 2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enario simulation training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aternal anxiety and pregnancy outcomes，

which should be worth widely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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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是育龄期女性经历的一种自然、正常生理

过程，但其对孕妇本身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应激

与生理变化过程［1］。孕妇由于妊娠反应、妊娠分娩知

识缺乏以及角色变换等，容易出现心理应激反应而

导致一系列心理变化，其中，以焦虑症状最为突出［2］。

迄今为止，我国产科护理多以遵医嘱护理以及产时

及产后监护为主，而对于产前护理尤其是心理护理

的重视度不足。情景模拟训练是指针对某一特点问

题或时间而开展的实物展示、环境模拟、角色扮演

及情景模拟演示方法，旨在提高对该问题的适应性

与应对能力［3］。我院在初产妇产前护理中介入情景模

拟训练，观察产妇的焦虑状态改善情况以及妊娠结

局，旨在为产科护理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唐山市妇幼保

健院产科接受围产保健的健康初产妇 160 例，孕周

32～41 周。纳入标准：①均为单胎头位妊娠；②孕妇

意识清楚，无妊娠并发症或（和）合并症。排除标准：

①出现任何妊娠异常情况者；②既往患有精神疾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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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③病理产科情况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60 例

初产妇分为两组：观察组 80 例，年龄 22～42（26.98
±2.43）岁，孕周 32～41（37.02±1.05）周；文化程

度：9 例初中及以下，25 例高中及中专，35 例大专，

11 例本科及以上。对照组 80 例，年龄 21～39（27.62
±2.55）岁；孕周 32～40（36.85±1.25）周；文化程

度：8 例初中及以下，22 例高中及中专，33 例大专，

17 例本科及以上。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产前健康宣教，包括孕期（灶

其、中期、晚期）主要生理变化特征及可能病理变

化、出生缺陷及干预方法、孕期自我监测方法、临

产先兆、自然分娩的优势、产程配合、母乳喂养以

及新生儿监护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情景模拟训练，

方法如下：由数名助产士组成模拟训练小组，每 2～3
名助产士负责 1 个情景模拟项目，具体内容及方法：

（1）角色互换：由 1 名护士或助产士扮演孕产妇，由

1 孕妇扮演医生，模拟产时配合以及产后护理，并在

模拟过程中由另一名护士介绍和指导相关技术要点

及注意事项，最后进行模拟结果评价与讨论分析。

（2）妊娠晚期并发症处理方式模拟：采用现场讲解、

播放影像资料的形式介绍妊娠晚期常见合并症或并

发症，并讲解其病因以及处理方法。采用居家预防

及处理模拟方式训练，指导孕妇掌握正确的家庭自

我预防护理方式以及相关注意事项。（3）临产前模拟

训练：介绍和播放临产征兆相关知识，并模拟训练

相关居家处理方法。（4）自然分娩过程模拟：介绍自

然分娩的基本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并播放相关影

像资料，利用分娩模式进行辅助分娩过程演示，并

演示产程配合方法与要点。（5）剖宫产模拟训练：采

用口头介绍配合影像资料播放方式进行剖宫产前 24h

相关准备知识宣教，由助产士演示孕产妇学习和练

习的方式，教会孕妇全身肌肉放松及呼吸训练方法，

以缓解产前焦虑。利用剖宫产模型或影像资料播放

演示剖宫产的大致过程，并介绍术前及术后相关注

意事项。（6）角色转变模拟训练：播放产后建立亲子

角色的相关影像资料，由助产士应用新生儿模型进

行产后新生儿抚触、保暖、喂养、沐浴等常规护理

操作，并指导产妇进行反复练习。（7）产后自我护理：

通过模型演示及播放影像资料，指导孕妇掌握分娩

镇痛方法、产后乳房按摩方法、乳头凹陷护理方法、

挤奶方法、母乳喂养方法、婴儿哭闹声识别方法等。

1.3　观察指标

干预前及干预后（产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价产妇的焦虑状况，得分 <6 分表示无

焦虑，7～14 分表示可能焦虑，15～21 分表示轻度

焦虑，22～29 分表示中度焦虑，>29 分表示严重焦

虑。统计两组自然分娩率、产后 2h 出血量以及 1min

新生儿 Apgar 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 HAMA 评分比较

干 预 前 两 组 H A M A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两组的 HAMA 评

分均获得显著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

后观察组的 HAMA 评分明显降低（P<0.05）。（表 1）
表1　干预前后两组HAMA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80 19.15±4.67 7.82±1.43*

对照组 80 18.87±5.01 12.63±3.02*

t 1.285 -3.174

P >0.0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干预后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的自然分娩率及新生儿 1min Apgar 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产后 2h 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表 2）
表2　干预后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自然分娩
［n（％）］

产后2h出血量
（ml）

1min新生儿
Apgar评分（分）

观察组 80 66（82.50） 142.52±48.31 7.82±1.03

对照组 80 50（62.50） 206.84±56.48 6.83±1.24

χ2/t 5.12 -1.528 1.174

P <0.05 <0.05 <0.05

3　讨论

焦虑是孕产妇尤其是初产妇最为常见的心理

应激反应，主要是由于孕产妇对分娩过程具有恐惧

感、担忧自身及胎儿安全、缺乏相关妊娠及分娩知

识和经验等原因导致［2］。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约有

63.8％的初产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4］。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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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仅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甚至可能诱发产前

以及产褥期病理生理变化，例如产力异常、围产儿

身心健康、产后出血以及乳汁分泌异常等，增加不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5］。因此，加强对孕妇的健

康教育心理护理干预至关重要。

临床研究表明，早期开展孕期健康教育，完善

相关心理卫生知识及孕期、产褥期健康知识教育，

有利于提高孕妇对围产期有利信息的了解，正确掌

握和对待妊娠期、分娩期以及产褥期病理生理及心

理问题，缓解或消除其负性情绪，维持积极乐观的

情绪迎接分娩以及产后角色转变，降低焦虑症状的

发生率［6］。目前，国内产科临床对于妊娠期的管理

方式主要是常规的健康知识宣教，但由于宣教形式

单一、缺乏巩固宣教和实践性操作训练等，宣教效

果往往不理想［7］。焦虑是一种心理应激表现，是指

孕妇在面对妊娠及分娩等现实情况或潜在挑战而产

生的一种情绪反应，随着问题的解决可逐渐消失［8］。

因此，认为孕妇的焦虑状况是一种在适应以及解决

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基本情绪反应，通过调动或增

强个体的生理潜能以及自我管理效能，能够逐步控

制或消除这种焦虑症状。情景模拟训练是一种通过

模拟实际问题情境，通过集体参与、图文并茂的描

述、绘声绘色的教学及练习环境而开展的一种学

习、训练方式［9］。刘哲奕等［10］认为，在孕产妇中开

展情景模拟训练，能够使孕产妇亲身感受妊娠及分

娩过程，通过换位思考、主动学习、动手操作等轻

松且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围产期知识宣教与基本技

能训练，能够增强其对挫折和困难的适应及应对能

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顺利分娩的信心，调动其

主观能动性，提高产妇的自我管理效能，从而调节

和维护其心理平衡，进而缓解或者消除其焦虑症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应用情景模拟训练后，

HAMA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且自然分娩

率及新生儿 1min Apgar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产

后 2h 出血量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妊娠结局较对照组

显著改善。这一结果与姬利萍等［11］报道相似，认为

应用情景模拟训练可以改善孕产妇的焦虑情绪，有

利于其顺利分娩。

综上所述，相比于传统健康宣教模式，情景模

拟训练能够提高孕产妇的自我管理效能，消除或改

善其不确定感以及恐惧感，改善其心理状态，缓解

或消除焦虑状况，改善妊娠结局，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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