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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对剖腹产手术产妇心理与生理应激反应的影响

卢　菁 、 陈　晓 、 王　晓 、 于谨英

【摘要】目的　探究聚焦解决模式对剖腹产手术产妇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

择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行剖宫产的 94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47 例，对照组给予产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应用聚焦解决模式，

比较两组产妇心理应激、生理应激反应指标达标情况。结果　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减分

值、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减分值均≥ 10 分，且减分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 0.01）；血糖、肾

上腺素、皮质醇浓度升高值低于目标控制值，且均小于对照组（P< 0.01）。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有

利于降低剖腹产手术产妇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反应，可作为剖宫产术产妇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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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of parturients un-
dergone caesarean section　LU Jing，CHEN Xiao，WANG Xiao，et al.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of parturients undergone caesarean section. Methods 94 parturients who was going to have caesarean section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6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47）and the 

control group（n=47）.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where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ffered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via assessment scales and blood tests. Results The reduction of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 10，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the increased level of blood glucose，

adrenaline，and cortisol were all lower than the target control values，and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can help to reduc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 

after caesarean section，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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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剖宫产率达到分娩总数的 51.42％，远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1］。高剖宫产率带来的一系列不良

反应也逐渐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剖宫产手术产妇

多合并不适宜自然分娩的因素，因担心母婴健康使

她们面对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加上剖宫产手术的打

击，加重患者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反应，给剖宫产

手术和术后恢复带来负面影响［2］。聚焦解决模式属

于积极心理学的范畴，在老年、髋部骨折等大型手

术的术后恢复中均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3］，但目

前较少有应用于剖宫产围手术期护理的报道。本文

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剖

腹产手术产妇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反应的影响，旨

在为剖宫产手术患者寻找新的护理干预方案，具体

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行剖宫产的 94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年龄 22～40 岁，平均（31.18±

4.25）岁；孕周 37～41 周，平均（38.89±0.82）周；美

国麻醉医师协会（ASA）手术危险评估分级：Ⅰ级 48
例，Ⅱ级 46 例；体重 60-78kg，平均（71.39±3.40）

kg；剖宫产术原因：自愿要求 45 例，因分娩困难 4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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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9 例，高中（含中专）51 例，

大专及以上 24 例；家庭经济状况：<4000 元 /（月·人）

40 例，≥ 4000 元 /（月·人）54 例。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告知研究事项后所有产妇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7 例。

两组患者年龄、孕周、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

级、剖宫产原因、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剖宫产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t/χ2 P

年龄（岁） 31.36±4.22 30.96±4.23 0.459 0.421　

孕周（周） 38.84±0.84 38.95±0.81 0.646 0.265　

ASA分级 0.170 0.568

Ⅰ级 23 25

Ⅱ级 24 22

体重（kg） 71.32±3.24 71.45±3.45 0.188 0.552

剖宫产术原因 　 　 0.043 0.912

自愿要求 23 22 　

分娩困难 24 25 　

文化程度 　 　 0.239 0.612

初中及以下 10 9 　

高中（含中专） 26 25 　

大专及以上 11 13 　

家庭经济状况 　 　 0.174 0.567

<4000元/（月. 人） 21 19

≥4000元/（月. 人） 26 28 　

1.2　方法

两组产妇均实行剖宫产围手术期常规护理，包

括健康宣教、心理干预、放松训练、家庭支持等。

有妊娠并发症的患者，遵医嘱给予对症处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聚焦解决模式。

护理部选拔 15 名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护士组成

聚焦解决模式干预小组，共同实施该护理模式，具

体措施如下：

1.2.1　描述问题　产妇及家属综合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否实行剖宫产手术。管床护士与产妇深入交

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入院当天，评估产妇目

前的心理应激程度，耐心抚慰产妇的情绪。了解产

妇的性格，焦虑、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告诉产妇

保持良好的情绪有利于顺利分娩、产后乳汁分泌及

自身恢复，能促进母婴健康，以提高产妇相关知识

及依从性。

1.2.2　构建目标　根据在描述问题阶段收集到

的信息，对产妇的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水平进行评

估。与患者共同构建切实可行的总体干预目标：SAS

评分减分值≥ 10 分；SDS 评分≥ 10 分；血糖升高值

≤ 0.2mmol/L；肾上腺素升高值≤ 7pg/ml；皮质醇升高

≤ 4ng/ml。询问家属关于构建目标的意见，据患者

精神和心理状态适当调整目标。

1 .2 .3　探查例外　每天定期与产妇亲切交流

（上午、下午各 1 次，10～20min/ 次），交流内容可

随产妇的兴趣点而定，例如谈论怀孕初期的喜悦、

怀孕中克服的困难、家属对产妇的照顾等。可与产

妇进行假设性的推理，假设患者没有怀孕或孕中期

出现意外，现在就不会有迎接新生命的喜悦。激发

产妇即将成为人母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引导她们关

注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让她们意识到现在的困难只

是暂时的。

1.2.4　给予反馈　每 2 天对产妇的负性情绪进

行一次评估，每 3 天对产妇生理应激指标进行一次

测量，直至剖宫产手术后。比较与上一次测定指标

的差异，与产妇共同分析指标变化的原因，讲解心

理应激反应与生理应激反应的关系。对达到干预目

标的产妇，给予肯定和表扬，没有达到干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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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的对策。请

产妇和家属积极反馈在干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对这些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1.2.5　评估进步　评估进步贯穿于剖宫产术前

和术后。刻度式提问题法是主要的进步评估方法。

在心里状态和生理应激反应的变化中，每一个分段

都为患者设置一个阶梯，刻度式提问患者是否达到

目标值，如询问患者“你目前心情如何？还能不能做

得更好？”；“今天 SAS 评分降低了 2 分，你认为还

有多少降低空间？”，鼓励产妇增强缓解应激反应的

决心，激发患者自我调节的潜能。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应激　干预前（产妇入院时）、干预

后（剖宫产术后 3d），采用 Zung's 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评价产妇的心理

应激水平。SAS 量表含有 20 个反映焦虑主观感受的

项目，15 个正向评分，5 个反向评分。低于 50 分为

正常，50-59 为轻度焦虑，60-69 为中度焦虑，69 分

以上为重度焦虑。SDS 量表含有 20 个反映抑郁主观

感受的项目，以 53 分为分界值，53～62 分为轻度抑

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1.3.2　生理应激反应　干预前（产妇入院时）、

干预后（剖宫产术后 3d），采集产妇空腹静脉血 5ml，

测定血糖、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浓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生理和心

理应激反应等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或配对 t 检验，文化程度等计数资料用率或

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心理应激指标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产妇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心理应激

指标均明显低于同组手术前（P<0.05），观察组 SAS

评分减分值、SDS 评分减分值均≥ 10 分，且明显大

于对照组（P<0.01），见表 2。

2.2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生理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干预前，两组产妇血糖、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浓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两组血糖等生理应激指标均明显高于同组干预前

（P<0.05，P<0.01），观察组血糖、肾上腺素、皮质

醇浓度升高值均低于控制目标下，且均小于对照组

（P<0.01），见表 3。

表2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心理应激反应比较 ［（x±s，分），n=47］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减分值 干预前 干预后 减分值

观察组 45.84±4.76 34.52±4.01a 11.32±1.24 54.56±5.72 44.14±4.62 a 10.42±1.32

对照组 45.80±4.43 39.52±4.24 a 6.28±0.75 54.52±5.34 49.73±4.53 a 5.01±0.64

t 0.042 5.874 23.843 0.035 5.923 25.283

P 0.912 0.011 <0.01 0.925 0.010 <0.01

注：与干预前比较，aP<0.05。

3　讨论

剖宫产虽然能为产妇减轻分娩的痛苦，减少难

产导致的产科意外，但是剖宫产毕竟属于创伤性的

手术操作，存在麻醉意外、操作意外、术后恢复等

多种风险［4］。选择剖宫产手术的产妇心理应激反应

强于自然分娩的产妇。而过激的心理应激又会引起

血流动力学的较大波动，造成生理应激指标的升高，

不利于母婴结局［5］。

聚焦解决模式是从关注患者治疗的积极态度出

发，以激励患者本身具备的潜能，建立一种积极向

上的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采取必要的行动［6，7］。在这

种护理背景下，患者的个体能力被充分挖掘，个体

资源被充分利用［8］。护理工作者引导患者将着眼点

放在正向能量方面，最大程度的挖掘患者自身存在

的力量、优势和能力。聚焦解决模式分为描述问题、

构建目标、探查例外、给予反馈、评估进步 5 个方

面［9］。我院产科积极引入聚焦解决模式，针对剖宫

产产妇存在的心理和生理应激反应过重的问题，进

行问题了解、问题分析、制定合理解决对策等一系

列聚焦解决措施。充分尊重产妇的心理独立性，提

高她们对住院环境和剖宫产手术的认可，寻找她们

潜藏在内心深入的正能量。骆宏等［10］研究认为，基

于微信群的聚焦解决模式有助于提升护士积极情绪，

本文将其应用于剖宫产产妇护理干预中，所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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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支持这一观点。

心理应激水平对生理应激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患者处于紧张、焦虑和抑郁状态时，血管壁弹性

减小，血管收缩，促代谢激素分泌增多，分解代谢

高于合成代谢，心、肝、肾等重要脏器负担加重［11］。

不仅增加剖宫产手术中的意外风险，还可影响胎儿

宫内血氧供应，增加新生儿窒息风险，甚至直接影

响术后切口的恢复及子宫复旧。聚焦解决模式降低

了产妇的心理应激，使产妇保持积极平和的心态迎

接剖宫产术，有效降低了围术期的生理应激反应。

血糖、肾上腺素、皮质醇浓度均是反应生理应激的

有效指标，本文研究中，观察组血糖、肾上腺素、

皮质醇浓度均低于高于对照组，国内外学者也有类

似的文献报道［12，13］。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聚焦解决模式有利于降低

剖腹产手术产妇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反应，保障母

婴安全。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对母婴结局比

较，且聚焦解决模式尚未与产妇个体特征有效结合

起来，其应用效果还需扩大样本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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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产妇手术前后生理应激反应比较 ［（x±s），n=47］

组别 时间 血糖（mmol/L） 肾上腺素（pg/ml） 皮质醇（ng/ml）

观察组 干预前 4.40±0.51 60.24±6.53 92.83±9.72

干预后 4.65±0.66 68.26±7.63 97.56±9.95

升高值 0.25±0.06 8.02±1.10 4.73±0.56

对照组 干预前 4.41±0.52 60.23±6.54 92.75±9.83

干预后 5.15±0.72 78.23±8.91 106.74±11.32

升高值 0.74±0.21 18.00±2.34 13.99±1.42

t1，P1 0.094，0.912 0.007，0.954 0.040，0.926

t2，P2 2.055，0.028 5.474，0.012 2.331，0.026

t3，P3 5.712，0.011 11.165，<0.01 6.397，0.010

t4，P4 15.381，<0.01 26.461，<0.01 41.589，<0.01

注：t1、P1：两组干预前比较；t2、P2：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t3、P3：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t4、P4：两组升高值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