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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自然分娩产妇产后抑郁症状、功能恢复及母乳喂养的效果

刘亚玲 、 靳宝兰 、 鱼　海 、 杜秀娟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自然分娩产妇产后抑郁症状、功能恢复及母乳喂养的改善作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 ~201� 年 5 月收治的自然分娩产妇 8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产妇

分为心理护理组（n=40）和常规护理组（n=40）两组，对两组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功能恢复及母乳

喂养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心理护理组产妇中产后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以及严重程度均优于常

规护理组（P< 0.05）；出血发生率，产后 24h 出血量，子宫三径之和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 0.05）；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和开奶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P< 0.05）；母乳喂养成功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P< 0.05）。结论　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自然分娩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促进产后躯体的功能恢

复，提高母乳喂养的陈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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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symptoms，functional recovery and breast 
feeding of puerpera with natural childbirth　　LIU Yaling，JIN Baolan，YU Hai，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entral Hospital of Baoji，Baoji 721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symp-

toms，functional recovery and breast feeding of puerpera with natural childbirth. Methods　80 cases of puerpera with 

natural childbirth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6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these 

materniti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n=40）and the routine care group（n=4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postpartum depression，functional recovery and breast feeding of natural birth ma-

tern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the propor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the 24h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the three-path of uterus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care group（P<0.05）；The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topening 

milk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care group（P<0.05）；the breast feeding success rate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car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postpartum depression sympotoms，and promote the physical functional recovery，also increase the rate of 

breast feeding of puerpera with natural childbirth.

【Key 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Natural childbirth；Postpartum depression；Functional recovery；Breast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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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生理和心理均会有一系列变

化发生，大部分初产妇由于分娩经验欠缺，没有习

惯自身角色的转变，因此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焦

虑甚至抑郁等情绪产生，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易

哭泣流泪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会一方面影响产程

及产后功能恢复，另一方面影响胎儿发育、情感发

展等［1］。本研究比较了心理护理联合常规护理与单

纯常规护理对自然分娩产妇的影响，发现前者较后

者对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功能恢复及母乳喂养具

有更为显著的改善作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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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收治的自然分娩产妇 80 例，所有

产妇均充分知情同意。纳入标准：①所有产妇均愿

意自然分娩；②无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躯体疾病

病史；③产前无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精神科疾病

病史。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产妇分为心理护理

组（n=40）和常规护理组（n=40）两组。心理护理组

产妇年龄（22~34）岁，平均（27.3±6.4）岁；孕周

（37~41）周，平均（38.3±5.7）周。在产妇类型方

面，33 例为初产妇，7 例为经产妇；在文化程度方

面，11 例产妇为高中及以下，29 例产妇为大学及以

上。常规护理组产妇年龄（23~34）岁，平均（58.2±

6.1）岁；孕周（38~41）周，平均（38.9±5.5）周。在

产妇类型方面，31 例为初产妇，9 例为经产妇；在文

化程度方面，13 例产妇为高中及以下，27 例产妇为

大学及以上。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

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产妇接受常规护理，将连续助产服

务提供给产妇，对产程进展进行严密观察，在产妇

分娩过程中全程陪伴，并对产妇的各项指标进行有

效监测［2］；

心理护理组产妇接受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

具体操作为：1）分娩前心理护理。分娩前临床护理

人员应该积极主动地与产妇沟通，全面了解其心理

情况，向其详细讲解分娩相关知识及自然分娩的益

处，同时将分娩所需时间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告知产

妇，以对其过大情绪波动的发生进行有效的避免。

嘱咐产妇定期排尿，每 3 小时 1 次，以对胎头下降

阻滞的现象进行有效的避免；2）分娩时心理护理。

正式自然分娩过程中助产士一方面应该对临床医师

进行积极配合，切实有效地做好接生工作，另一方

面还应该对产妇进行安慰和鼓励，使其将成功分娩

的信心树立起来。同时，将正确的呼吸方法教给产

妇，并帮助其取正确体位，对负腹压进行合理应用，

以促进分娩疼痛的有效减轻。如果产妇有宫缩发生，

则对其进行有效指导，使其深呼吸，并给予合理休

息以充分重视，以将体力有效保存下来；3）分娩后

心理护理。分娩后临床护理人员应该对新生儿进行

严密监测，同时向产妇告知新生儿情况。此外，将

母乳喂养的优势及技巧详细讲解给产妇，督促其及

时让新生儿吸吮，进行皮肤接触，以使产妇获取成

就感。严密观察产妇的宫缩及出血情况，嘱咐产妇

充分休息［3-5］。

1.�　观察指标

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两组产妇

的产后抑郁症状进行评分，分值 0~30 分，产妇的抑

郁症状严重程度和分值呈正相关，即 0 分、1~9 分、

9~12 分、12~20 分分别表示无抑郁、轻度抑郁、中

度抑郁、重度抑郁［6］。同时，对两组产妇的出血情

况、产后 24h 出血量、子宫三径之和、胃肠功能恢

复时间进行观察，以对其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定。

此外，对两组产妇的开奶时间、泌乳量满足情况进

行统计，以对其母乳喂养成功情况进行评定。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0.0，两组产妇的产后 24h 出血

量、子宫三径之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开奶时间

等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来表示，组

间数据比较用 t 检验；两组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严重

程度、出血情况、母乳喂养成功情况等计数资料采

用率（n，％）表示，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出现产后抑郁情况的比较

心理护理组产妇中产后无抑郁、轻度抑郁比例

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中度抑郁、重度

抑郁比例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具体见

表 1。
表1　两组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的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无抑郁 轻度抑郁 中度抑郁 重度抑郁

心理护理组 40 7（17.5）* 30（75.0）* 3（7.5）* 0（0）*

常规护理组 40 3（7.5） 22（55.0） 10（25.0） 5（12.5）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2.2　两组产妇产后的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心理护理组产妇的出血发生率 45.0％（18/40）

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 70.0％（28/40）（P<0.05），产后

24h 出血量显著少于常规护理组（P<0.05），子宫三

径之和显著小于常规护理组（P<0.05），胃肠功能恢

复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P<0.05），具体见表 2。

2.�　两组产妇的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心理护理组产妇的产后的开奶时间显著短于

常规护理组（P<0 .05），母乳喂养成功率 95 .0 ％

（38/40）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77 .5 ％（31/40）

（P<0.05），具体见表 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1 期- 1�8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表3　两组产妇的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开奶 

时间（h）
泌乳量 

满足
成功 失败

心理护理组 40 32.1±1.2* 38（95.0）* 38（95.0）* 2（5.0）*

常规护理组 40 57.5±7.2 31（77.5） 31（77.5） 9（22.5）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最常见的产后并发症之一，由于

产妇全身各系统尤其是生殖系统发生了较大的生理

变化，同时，伴随着新生儿的出生，产妇及其家庭

经历着家庭关系和心理的重大改变的适应过程，如

不能基友有效地调整和改善上述情况，则极易出现

产后抑郁症状，，影响个人、家庭及社会［7］。相关调

查数据表明［8］，在我国，产后抑郁达到了约 3.87％

~22.80％的发病率，产后 15d 内是产后抑郁的高发

时间，产后 1 个月其临床症状变化最明显，出抑郁

症的典型表现外，产妇还常表现为对育婴不积极，

对婴儿缺乏相应的关爱，情感脆弱等等。产后抑郁

究其原因，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妇在产后 24
小时内会出现体内激素水平的激烈改变，黄体酮和

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导致大脑内儿茶酚胺分泌减

少；二是家庭关系变化，经济压力，婴儿健康状况及

性别等社会因素也会对产妇造成一定的影响；三是对

母亲角色的不适应，自认为难以很好的完成母亲的

义务和责任等产妇自身心理压力也是造成产后抑郁

症的原因之一［9，10］。药物治疗和心理护理能够对产

妇产后抑郁的发生进行有效预防，但是产妇需要哺

乳婴儿，因此药物治疗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心

理护理就成为临床的首选［11，12］。

本研究中选取了自愿采用自然分娩的 80 例产妇，

除常规的医疗及常规护理外，对心理护理组的 40 例产

妇予以产褥期全称的心理护理。结果表明，心理护理

组产妇中产后抑郁症出现的比例及严重程度均显著优

于常规护理组（P<0.05），产褥期的出血发生率显著低

于常规护理组（P<0.05），产后 24h 出血量显著少于常

规护理组（P<0.05），子宫三径之和显著小于常规护理

组（P<0.05），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

（P<0.05），开奶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P<0.05），

母乳喂养成功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上述

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护理能够不仅可以更有效改善自然

分娩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也能更好地促进产妇产后

的相关功能恢复及母乳喂养成功率。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合并心理护理，

可以对自然分娩的产妇起到更好的改善产后精神心

理状况，减少分娩时意外状况的发生，促进产后身

体功能的恢复，并提高产后母乳成功率等，值得在

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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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产妇产后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出血 产后24h出血量（ml） 子宫三径之和（cm）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h）

心理护理组 40 18（45.0）* 165.7±74.2* 26.7±2.7* 15.4±5.5*

常规护理组 40 28（70.0） 326.4±77.5 29.0±2.8 26.6±5.6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