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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对产褥期妇负性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陆小静 、 王艳杰 、 董　丽 、 杨　梅 、 柴宝艳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对产褥期妇女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20� 例初产妇随机分成三组，对照组接受常规产后护理，实验一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

加心理干预，实验二组在实验一组基础上增加亲情护理，比较三组在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及生活

质量变化。结果　护理后实验二组的焦虑、抑郁程度最低，生活质量最高，实验一组次之，对照组

护理前后改善不明显。结论　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对改善产褥期妇女焦虑抑郁 情绪及生活质量具

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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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second research group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uerperal women 
　　LU Xiaojing，WANG Yanjie，DONG Li，et al. ICU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Qinhuangdao，Qin-
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joint family care on the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mood as well asquality of life among women in puerperium. Methods　206 women in puerperium ar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randomly.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routine postpartum nursing only，the first research group accepted 

med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and the second research group accepted medic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joint family nursing care. The chang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of puer-

peral wome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were compared among these three groups. Results　Women of the second re-

search group were reported the highest level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lowest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whereas 

the first research group were the nex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portedthe lowest level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highest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family care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women in puer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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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褥期，指产妇从分娩恢复（或接近恢复）到非

妊娠状态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妇女需要适应角色

转换。同时，受到生理节律的影响，妇女在产后也

面临着由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沮丧、焦虑、易激动等

一系列情绪问题［1-3］。关注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

不仅有助于提高妇女自身的适应能力，保障其生活

质量，也有利于下一代的养育。本研究采用心理干

预联合亲情护理的方式，对产褥期妇女进行干预，

以对其临床结果进行观察［4-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到我院进行分

娩的 206 例产妇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选择标准：

初产妇、沟通能力正常、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自愿参

与。排除标准：有精神病史、听力功能障碍、妊娠

合并症及其他身体疾病。按照收治日期将产妇随机

分为三组：对照组 69 例，实验一组 71 例，实验二组

66 例。对照组年龄为 22~31 岁，平均年龄（26.5±

5.1）岁，其中 38 例剖腹产，31 例自然分娩。实验一

组年龄为 21~30 岁，平均（25.1±3.8）岁，其中 47
例剖腹产，24 例自然分娩。实验二组年龄为 23~31
岁，平均年龄（27.2±4.3）岁，其中 34 例剖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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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例自然分娩。3 组参与者一般基本资料无显著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实施方法

1.2.1　对照组　进行常规的护理，包括药物治

疗、入院宣传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护理等。

1.2.2　实验一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从心

理学角度出发，对认知、情绪和行为等不同方面进

行干预。

认知干预：向患者介绍产褥期的一些注意事项，

特别说明情绪的波动也是产褥期生理变化的一种表

现，通过交谈评估患者的焦虑、抑郁的原因和程度，

进行心理健康维持宣讲，耐心倾听患者的担心和顾

虑，客观回答其提出的问题。

情绪干预：根据患者的性格特点、个人爱好以及

受教育程度等，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行疏导、权威、

鼓励和共情等心理帮辅措施。同时，医护人员应鼓

励患者之间相互交流，从而营造良好的交往氛围。

行为干预：由专业医护人员耐心传授患者哺育

技巧。在患者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患者的

体育锻炼，锻炼的时间长短以及强度可以根据患者

在妊娠期的运动水平进行适度调整。

1.2.3　实验二组　除采用与实验一组相一致的

常规护理和心理干预外，从认知和行为等不同方面，

对患者的家属进行指导。

认知指导：向患者的爱人和父母传授一些产褥

期妇女生理反应和心理活动的基本状况，使患者的

爱人和父母意识到亲人的支持对产褥期妇女身心健

康的重要性。同时，部分家庭可能对婴儿性别比较

重视，对于这些家庭，医护人员应耐心与家属沟通，

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社工进行调解。

行为指导：指导家属调整与患者的沟通方式，使

家属采用更加耐心细致的方式对待患者。同时，医

护人员可对患者家属，尤其是患者的爱人进行行为

示范，指导患者的爱人学习一些基本的婴幼儿照料

的技巧。

1.�　评价指标

1.3.1　焦虑情绪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

患者接受干预前后的焦虑水平进行测量得分越高，

表示患者焦虑水平越高。

1.3.2　抑郁情绪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

患者接受干预前后的抑郁水平进行测量，总分越高，

表示患者的抑郁程度越严重。

1 .3 .3　 生 活 质 量 　 采 用 生 活 质 量 测 定 简 表

（WHOQOL-BREF）进行评价，总分越高，表示患者

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呈现采用均

值 ± 标准差（x±s）的方式。前后测比较采用配对

样本 t 检验，三组组间的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进行检验，回归系数用单因素或多因素线性回归

进行分析，将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比较

如表 1 所示，对三组患者在干预前的焦虑得分

进行独立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焦虑得

分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干预，三组患者焦虑得分显著

降低；且三组患者组间比较焦虑得分差异显著，实验

二组焦虑得分最低，实验一组焦虑得分次低，对照

组焦虑得分最高，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1　对照组、实验一组、实验二组干预前后SAS评分变化（x
±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69 57.39±10.26 46.47±9.35 3.53 <0.05

实验一组 71 58.44±11.08 39.85±9.77 5.83 <0.05

实验二组 66 57.07±10.36 32.03±8.59 7.61 <0.05

F 0.87 6.94

P >0.05 <0.05

两两比较 P均 >0.05 对照组>实验一组>实验二组 　 　

2.2　三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情绪比较

如表 2 所示，对三组患者在干预前的抑郁得分

进行独立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间抑郁

得分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干预，三组患者抑郁得分较

干预前均显著降低。三组患者干预后焦虑得分组间

差异显著，实验二组抑郁得分最低，实验一组抑郁

得分次低，对照组抑郁得分最高，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表2　三组患者干预前后SDS评分变化（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69 61.07±11.03 52.74±9.67 2.96 <0.05

实验一组 71 60.83±10.94 43.55±8.93 6.02 <0.05

实验二组 66 61.55±12.03 36.94±9.04 8.11 <0.05

F 0.65 7.13

P >0.05 <0.05

两两比较 P>0.05 对照组>实验一组>实验二组 　 　

2.�　三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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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产褥期妇女面临着生理心理的双重转变与适应，

而在实际的护理过程中，心理层面的改变往往容易

受到忽视［7］。这也是导致产褥期妇女面临焦虑、抑

郁和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

一。而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是在科学理念的指导

下为产褥期妇女营造更好的恢复环境，改善其家庭

关系，在帮助产褥期妇女顺利度过生理心理转换期

上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本项研究中，笔者就心理干预联合亲情护理对

产褥期妇女的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研

究观察。结果显示：与护理前及对照组比较，实验一

组、实验二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较对照

组有显著下降，WHOQOL-BREF 评分显著上升。由

此可见，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针对产褥期妇女的心

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其产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以生活

质量，这与李凤艳等所发现的心理干预能够明显降

低产褥期抑郁症发生率的结果相一致，并支持了周

梅娟的产褥期心理干预可以明显改善产妇的心理健

康状态的结论［8，9］。

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干预之所以能取得不错的

效果，是因为在认知层面上，研究者纠正了产褥期

妇女对自身病态的焦虑及抑郁情绪的认知和理解。

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和宣讲，使产褥期妇女认识到，

是雌孕激素的下降让产褥期妇女出现了暂时性的心

理退化、情感脆弱和依赖性强等一系列心理变化。

只有打破这个循环，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才能往好

的方向发展［10］。因此，通过改变产褥期妇女的不良

认知，从而成功让她们意识到，焦虑和抑郁在产褥

期妇女中普遍存在，但可能她们夸大了自己面临的

困难，低估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不良认知

得到纠正就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情绪状态。

在情绪和行为层面，本研究一方面对产褥期妇

女进行耐心的情绪疏导，使其保持正性的情绪和心

态，一方面又传授其护理及育婴技巧，帮助她们尽

快适应母亲这一角色，增强产褥期妇女的信心。这

些措施都有助于帮助产褥期妇女顺利度过脆弱期，

促使她们的情绪和生活状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11］。

与此同时，本项研究结果也显示，相比于接受

常规护理和普通心理干预的产褥期拂去，接受心理

干预联合亲情护理的产褥期妇女的情绪状态和生活

质量状况达到了最优水平，而且显著提高了产褥期

妇女的家庭对其的支持，而家人的支持又能够降低

产褥期妇女的焦虑、抑郁水平，提高其产后生活质

量。这一系列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以往研究中

家庭环境确实能够显著影响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

和生活状态的发现［3，7］，显示了亲情护理在改善产褥

期妇女的焦虑、抑郁症状和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临

床意义。

综上所述，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状态和生活

质量问题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心理干预联合

亲情护理在帮助产褥期妇女度过这一适应转换期上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该护理方法不仅能够降低产

褥期妇女的焦虑、抑郁等一系列不良情绪，还能有

效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肯定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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