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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自然分娩产妇中的效果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孙显丽 、 刘婉婉 、 许凤华 、 宋佳轶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在自然分娩产妇中的效果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自然分娩产妇 96 例，平均分成两组，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提供心理护理，对比两组产妇的护理效果以及妊娠结局。结果　两组产妇护理干

预之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以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无明显区别，护理之

后研究组产妇的 HAMD 评分以及 HAM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产妇护理干预之前焦

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无明显区别，护理之后研究组产妇的 SAS 评

分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产妇妊娠结局明显好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有利于降低自然分娩产妇的焦虑以及抑郁水平，改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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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normal delivery puerperia 
　 SUN Xianli，LIU Wanwan，XU Fenghua，et al. The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2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normal delivery puerperia. Methods 96 

natural delivery women were recruited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in our hospital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

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and the outcome of pregnan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HAMD，HAMA，SAS and SDS in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HAMD，HAMA，SAS and SD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pregnancy outcome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wa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 psy-

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pregnant women，so as to establish the complete delivery and improve the pregnancy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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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娩的损伤程度要比剖宫产低，产后恢复

的时间更短，出现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也小［1］。

但产妇在自然分娩过程容易出现抑郁以及焦虑心理，

一方面延长了分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自然

分娩的顺利完成。因此为自然分娩产妇提供心理护

理有着重要的价值 。我们观察了对自然分娩产妇进

行心理护理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自然

分娩产妇 96 例。根据产妇的入院号平分成对照组（单

号）以及研究组（双号），对照组 48 例，年龄 23~35 岁，

平均（28.1±1.2）岁，孕周 36~41 周，平均（38.2±0.4）
周，其中 36 例初产妇，12 例经产妇，研究组 48 例，

年龄 24~36 岁，平均（29.1±1.3）岁，孕周 35~41 周，

平均（38.3±0.5）周，其中 35 例初产妇，13 例经产妇，

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取得

医学伦理审批，所有产妇及家属均充分知情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产妇进行常规护理，护理人员提供助产

服务，同时密切观察产程，统计分娩过程

当中的各项指标［2］。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做好心

理护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1.2.1　第一产程护理措施　运用临床护理路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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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格进行护理，在执行表格中内容的同时侧重于心理

护理。各班次护士严格按照路径表格中方法内容对分娩

产妇各产程进行认真观察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当产程发

展方向与路径不符出现了改变，则采用红色水笔做“×”

标记，当产妇预期产程与路径发展方向相符则用蓝色水

笔做“√”标记。对与路径不符的产妇及时记录并与医

师取得联系，共同研究是否需要改变分娩方式，及时采

取果断措施避免危及母婴安全。孕产妇在入院之后，护

理人员应当热情接待她们，为她们介绍医院的环境，同

时营造舒适温馨的病房环境，最大限度消除她们的恐惧

感、陌生感以及孤独感。护理人员要根据孕产妇的文化

水平来向她们及其家属介绍自然分娩的相关知识，并且

教会孕产妇常用的放松技巧例如深呼吸等，增进她们对

于自然分娩的了解，意识到自然分娩所具备的优点，鼓

励她们树立顺利完成分娩的信心。通过这一阶段的心理

护理，让孕产妇做好宫缩痛的心理准备［3］。在此环节护

理人员需要重点分析孕产妇心理特点，从而为她们提供

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措施，特别是对那些有着新生儿性别

期盼的孕产妇，需要做好解释，争取家属的高度配合，

防止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加大孕产妇的心理压力。护

理人员要鼓励她们描述对分娩的期待，同时要最大限度

满足她们的各项需求。在临产开始环节，助产士需要一

对一进行全程陪伴，详细介绍自然分娩的过程，提高孕

产妇的信心，并且与孕产妇做好沟通，构建融洽的护患

关系，及时为她们提供产程的进展信息，从而帮助她们

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护理人员应当允许孕产妇的家

属陪伴，从而增强她们的信心，在宫缩阵痛的时候抚摸

她们的腹部．让孕产妇深呼吸从而转移注意。在宫缩的

间歇期，护理人员应当鼓励孕产妇每日三次进食高热量

食物，从而做好能量储备，并指导她们在宫缩间充分休

息，协助她们进行 1次排尿排便做好充分准备。

1.2.2　第二产程的护理措施　第二产程可以说是

自然分娩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先露部

下降带来明显的疼痛，导致产妇出现恐惧以及紧张的

心理。产妇希望可以缓解疼痛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分

娩，需要护理人员的帮助以及鼓励。在这一阶段，产

妇都会出现宫缩频繁以及胎儿先露下降现象，不过疼

痛程度因人而异，部分产妇对疼痛非常敏感，部分产

妇的耐受力比较强［4］。不同产妇的疼痛阚值有所区别，

并且受产妇心理状况的直接影响。如果产妇的心理状

态不够理想，往往一出现宫缩就会呻吟而难以有效控

制，部分产妇拒绝进食导致体力消耗严重。护理人员

需要为产妇提供心理慰藉，鼓励她们休息并且进食，

从而防止因为宫缩乏力而出现难产。护理人员处理各

种问题需要果断，在此过程当中给予产妇安慰，争取

她们的配合，每分钟鼓励她们在宫缩的时候屏气从而

加大宫腔的压力，加速胎儿的下降以及娩出。在助娩

过程当中，助产士应当多利用肢体语言，特别是在宫

缩间歇期间需要及时帮助孕妇进行水分的补充，同时

要擦汗并且轻抚额头，让孕妇能够感受助产士的鼓励

与关心，消除她们的孤独感，让她们在助产士关怀下

增强分娩成功的信心，增加她们的疼痛耐受度，提高

孕妇对于医护人员配合度，顺利完成分娩。在宫缩间

歇需要护理人员来指导产妇进行松肌肉的放松，准备

迎接下次宫缩。注重运用拉玛泽分娩法，即为转移产

妇分娩时的疼痛，产前指导产妇进行呼吸技巧训练、

做产前体操以及神经肌肉控制，让产妇分娩时将注意

力集中在呼吸控制上，使产妇在分娩时保持镇定，为

顺利分娩奠定基础［5］。

1.2.3　第三产程的护理措施　在娩出胎儿之后，

护理人员还需要等胎盘完整娩出以及宫缩之后告知产

妇胎儿的性别以及健康情况，并且将婴儿抱给她们观

看。在此期间一方面为产妇使用缩宫剂，并且按摩子

宫避免发生产后出血问题，另一方面要借助于谈话提

供安慰，防止产妇出现情绪拨动而诱发产后出血。胎

儿娩出后之后，护理人员应当同产妇分享喜悦，并且

提供饮食指导，鼓励她们进食高热量，高蛋白以及易

消化的饮食，刺激血液循环以及肠蠕动。因为研究对

象大部分属于初产妇，护理人员还需要传授育婴知

识，并介绍母乳喂养的方法，每天指导母婴之间进行

互动交流，帮助产妇顺利转换角色［6］。

1.3　判断标准

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估自然分娩前后两组产妇的焦

虑以及抑郁水平，同时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以

及焦虑自评量表（SAS）来评价产妇的焦虑和抑郁情

绪［8］。 同时统计对比两组产妇的产后出血量、分娩后

卧床时间、产程时间以及新生儿 Apgar 评分等指标［7］。

1.4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用 SPSS18.0 分析，用（x±s）表示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产妇护理干预之前 HAMD 评分以及 HAMA 评

分无明显区别，护理之后研究组产妇的 HAMD 评分以

及 HAM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1。

两组产妇护理干预之前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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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区别，护理之后研究组产妇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HAMD评分以及HAMA评分对比（x
±s，分）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HAMA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8 36.1±2.2 27.3±2.6 35.1±2.3 26.9±2.2

研究组 48 36.4±2.3 18.1±2.5 35.9±2.6 17.3±2.6

t值 1.9534 14.358 1.8524 15.3592

P值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SDS以及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8 60.6±3.4 53.3±3.2 65.8±3.4 55.6±3.2

研究组 48 52.3±3.6 43.2±3.1 66.2±3.9 41.6±3.5

t值 1.387 15.082 1.972 16.082

P值 ＞0.05 ＜0.05 ＞0.05 ＜0.05

研究组产妇的产后出血量、分娩后卧床时间以

及产程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同时新生儿 Apgar 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产妇妊娠结局比较（x±s）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量（ml）
卧床 

时间（d）
新生儿Apgar 

评分（分）
产程时间

（min）

对照组 48 169.4±15.6 3.2±0.9 6.9±1.1 615.4±41.8

研究组 48 87.5±15.9 1.5±0.6 8.3±1.2 481.5±42.9

t / 19.258 13.953 11.851 15.236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自然分娩一方面损伤比较小，有利于产妇在产后

迅速恢复并尽快开始母乳喂养；另一方面产道挤压能够

降低新生儿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但自然分娩的

产程时间比较长，相当一部分的孕产妇特别是初产妇

对分娩的知识缺乏了解，对疼痛存在畏惧心理，影响

到自然分娩的结局［8］。如果产妇的情绪过度紧张，会

直接影响到产妇的身体状况，加大儿茶酚胺分泌水平，

使得产妇宫缩乏力从而延长产程时间，加大了出血风

险，同时也会减少胎盘血流量，使得胎儿出现宫内窘

迫问题，这需要引起护理人员的重视［9］。产妇在产程

当中因为长时间出现宫缩痛，容易出现无助感，所以

也需要护理人员提供关心呵护，直到顺利结束分娩［10］。 

心理护理是对自然分娩产妇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干

预，让产妇的机体可以持续保持兴奋状态，最大限度

消除她们的疼痛、恐惧以及焦虑等不良心理，树立顺

利完成分娩的信念，把注意力集中在分娩当中。本研

究发现：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做好心理护理，

产妇分娩之后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SDS 评分

以及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产妇（P<0.05），这表明

她们的心理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研究组产妇的

妊娠结局也优于对照组，产后出血量、卧床时间以及

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新生儿的 Apgar

评高则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心理护理同

故宫缓解待产环节的焦虑以及抑郁情绪，使得产妇以

积极心态进行分娩，为改善分娩结局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心理护理有利于降低自

然分娩产妇的焦虑以及抑郁水平，顺利完成分娩，改

善妊娠结局。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

量较小，其次，影响分娩结局的因素很多，我们的

研究很难控制所有的干扰因素，所以心理护理对分

娩结局的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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