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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康复操锻炼对产妇产后盆底肌力与心理状态的影响

薛　宇 、 赵雪娇 、 张子君 、 刘　莹

【摘要】目的　探讨产妇应用盆底康复操锻炼对其产后心理状态以及盆底肌力的影响。方法　将

我院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9 月的 82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施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盆底康复操锻炼。观察两组患者的盆底肌力、心理状况以及不良

事件。结果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观察组盆底肌力 0 级、1 级、2 级、4 级、5

级的比率分别为 0、4.88％、2.44％、48.78％、31.71％，抑郁、焦虑评分为（27.19±2.88）分、（26.80

±2.49）分，均较对照组而言明显更优（P<0.05）。结论　盆底康复操锻炼应用于产后，可改善产妇

心理状态，促进肌力恢复，提高预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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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and mental status in post-
partum women　XUE Yu，ZHAO Xuejiao，ZHANG Zijun，et al.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on the mental status and pel-

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in postpartum women. Methods 82 cases of postpartum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routine nursing，the ob-

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The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mental status and adverse 

ev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level 0，level 1，level 2，level 4，level 5 of pel-

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0，4.88％，2.44％，48.78％，31.71％，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can promote the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and improve maternal mental state in postpartum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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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肉支持、承托着女性直肠、子宫以及膀

胱等脏器，在维持其正常生理结构的同时，有效控

制着维持阴道紧缩、排便、排尿等功能［1］。而分娩

或妊娠极有可能导致盆底相关功能发生障碍，直接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2］，所以康复锻炼

非常重要，本文旨在探讨盆底康复操锻炼对产妇心

理状态及盆底肌力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82 例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9 月于我院分

娩的产妇进行此次研究，根据随机的分组原则，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所有产妇及家属均获知情

权，且同意加入此次研究。

对照组：41 例产妇中年龄最大 36 岁，最小 22
岁，平均（29.18±3.47）岁。

观察组：41 例产妇中年龄最大 35 岁，最小 20
岁，平均（29.03±3.25）岁。

纳入标准：认知能力正常；头位分娩产妇；未出

现严重妊娠或分娩合并症。

排除标准：盆腔手术史；尿失禁、阴道脱垂等既

往病史。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相比而言，差异性不明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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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 0.05，两者试验指标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产后予以子宫按摩、

收缩盆底肌等操作，引导产妇正确母乳喂养，保证

个人卫生，观察临床表现，及时处理异常现象。

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实施盆底康复操锻炼：

①心理干预，于孕期、产后加强知识普及，帮助产

妇了解盆底肌生理结构、锻炼意义及目的，并告知

产妇及家属正确锻炼及效果评估方法，同时护理人

员应主动讲述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帮助产妇做好

心理准备，并对其语言、行为变化予以观察，评估

其心理状况，进行针对性疏导，缓解其担忧、焦

虑、烦躁情绪，为其展示训练有效安全性，请有经

验者现身说法，定期组织知识讲座，并加强产妇之

间互相交流，建立微信群，分享自身感受，由积极

性较高者作为小组长，督促成员积极坚持锻炼，加

强其心理观察，并及时予以疏导；引导家属予以产

妇充分支持与鼓励，嘱咐伴侣理解、关爱产妇，避

免孤独、低落情绪影响预后，促使产妇感受到来自

家庭的温暖，从而树立信心、积极配合。②盆底康

复操，根据不同阶段制定具体训练方法，选择舒缓

音乐作为背景，音频文件具体内容包括引导语、动

作名称、动作要领及节奏控制等，臀部运动时，引

导产妇平卧，并夹紧双腿、收缩臀部肌肉，同时上

提阴道，扭胯运动应尽量抬高臀部、向外转动，保

证一侧倾斜，全身运动则应保持站立，收放盆底肌

肉，并逐渐加快，之后将双腿分开重复操作，分开

距离以肩宽为准，同时保持下蹲、起立动作，提肛

运动应在实施提肛动作时依次进行跳跃、原地冲刺

跑等动作；引导产妇根据音频节奏进行锻炼，臀部练

习于产后 1～2 周进行，保持一天三次，每次十分钟，

第三至六周增加扭胯运动，时间维持十五分钟，一

天三次，第七至十周增加全身运动，每次二十分钟，

一天三次，第十一至十四周实施全操锻炼，时间维

持二十五分钟，一天三次，如实记录每日锻炼情况。

③出院随访，在出院三天、七天、十五天、两个月

以及三个月进行随访，对产妇阴道流血、睡眠、尿

失禁等情况予以了解，并进行健康指导，及时处理

异常情况、安抚产妇，嘱咐其坚持锻炼、按时复诊。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3.1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干预前后盆底肌力、

心理状况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1.3.2　判定标准　盆底肌力利用手测肌力法评

估，在口令指导下，自主收缩阴道，根据完成次数

及持续时间进行分级［3］，0 级指肌肉未出现任何活

动；1 级指未出现肌肉震颤；2 级指肌肉出现轻微活

动，但为非震动样；3 级指检查者手有明显压力感；4
级指检查者手部有明显抓住、吸进感；5 级指牢牢抓

住的同时伴顶举感。

心理状况分别利用抑郁自评量表（SDS）以及焦

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最高均为一百分，得分越

低表示情况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产妇的盆底肌力分级、焦虑评分、抑郁

评分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概率，使用 SPSS21.0 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显著的必要条件为两

者之间 P 值小于 0.05。

2　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结果可知，产后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概率仅为

4.88％，较对照组而言明显更高，P 值小于 0.05，具

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对比两组产妇不良事件发生概率【（n，％），n=41】

项目
子宫复
旧不全

便秘 感染 失眠 尿失禁
不良事件
发生概率

观察组 0 1 0 1 0 4.88

对照组 1 3 1 2 1 19.51

χ2值 1.01 1.05 1.01 0.35 1.01 4.10

P值 0.31 0.31 0.31 0.56 0.31 0.04

2.2　两组干预前后盆底肌力恢复情况对比

研究发现，两组干预前盆底肌力数据对比性不

强，P 值大于 0.05，干预后，观察组盆底肌力分级情

况优于对照组，其中 0 级、1 级、2 级、4 级、5 级概

率差异较大，分别为 0、4.88％、2.44％、48.78％、

31.71％，P 值小于 0.05，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2.3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对比

研究显示，两组干预前心理状况不具高度对比

性，干预后，观察组抑郁、焦虑评分分别为（27.19
±2.88）分、（26.80±2.49）分，较对照组而言明显更

低，P 值小于 0.05，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3　讨论

机体未满足分娩需求，孕期相关激素水平会出

现明显变化，加之生产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影响，盆

底肌肉会出现永久性损伤，破坏特殊结构［4，5］，导致

阴道脱垂、尿失禁等情况的发生。产妇产褥期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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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生理的重要调节过程，传统干预极易导致感染、

便秘等情况的发生，若锻炼不到位还极有可能影响

功能恢复［6，8］。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干预前两组心理、盆底肌力无明显差异，干预

后，观察组盆底肌力和抑郁、焦虑情况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产后实施盆底康复操主要是依据广播体操

节拍，并参考瑜伽基础上，根据不同阶段生理特点

进行针对性锻炼，具有易行简便、可靠有效等优势。

本文观察组实施盆底康复操锻炼之前，积极予以心

理干预，通过语言、肢体抚触等安抚［9］，并主动告

知产妇相关知识，为其展示成功案例，有助于康复

信心的树立，避免出现担忧、烦躁等情绪，影响预

后，并建立微信群引导产妇互相帮助、互相督促。

另一方面，康复锻炼操通过规范化、持续性的实施，

延续至产后十四周［10，11］，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增加运

动强度，通过早期的低强度提高产妇信心，并以循

序渐进原则帮助其长期坚持，在改善生理功能的同

时，也能够缓解心理问题，锻炼操于舒缓音乐中进

行，并配合节奏感强的节拍，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心

情平复［12，13］。

综上所述，盆底康复操锻炼可有效改善产妇心

理状态，避免负性影响，促进肌力恢复，同时还能

够减少不良事件。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所以需要

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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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比两组产妇盆底肌力分级情况【（n，％），n=41】

项目 时间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观察组 干预前 4（9.76） 25（60.98） 7（17.07） 5（12.20） 0 0

干预后 0* 2（4.88）* 1（2.44）* 5（12.20）* 20（48.78）* 13（31.71）*

对照组 干预前 5（12.20） 27（65.85） 6（14.63） 3（7.32） 0 0

干预后 4（9.76） 16（39.02） 7（17.07） 4（9.76） 6（14.63） 4（9.76）

χ2值 / 4.20 13.95 4.99 0.12 11.04 6.01

P值 / 0.04 0.01 0.03 0.72 0.01 0.01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相比

表3　对比两组产妇干预前后抑郁、焦虑评分（x±s，分）

项目 例数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1 58.91±3.72 27.19±2.88 56.77±4.50 26.80±2.49

对照组 41 59.23±3.60 43.45±3.16 57.16±4.73 46.37±3.82

t值 / 0.40 24.35 0.38 27.48

P值 / 0.69 0.01 0.7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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