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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抑郁情绪调查及其与分娩方式、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赵丽娟 、 冯国芹 、 丁秀梅 、 贾素民

【摘要】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抑郁情绪情况及其与分娩方式、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2 年 5 月 ~2015 年 12 月间在本院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8 例为观察组，根据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中位数将观察组分为 SDS 高分组、SDS 低分组各 �� 例；另取同期在本院接受产

检并分娩的正常孕妇 �0 例为正常对照组。在孕 �� 周采用 SDS 评估两组患者的抑郁情绪；记录各组

研究对象的最终分娩模式、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的分娩前 SDS 评分值高于对照组

（P< 0.05）；SDS 高分组、SDS 低分组阴道分娩比例低于正常对照组，剖宫产、产钳助产比例高于正

常对照组，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高于正常

对照组（P< 0.05）；SDS 高分组阴道分娩比例低于 SDS 低分组，剖宫产、产钳助产比例高于 SDS 低分

组，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高于 SDS 低分组

（P< 0.05）。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SDS 评分值与顺产率呈负相关，

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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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livery mode，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ZHAO Lijuan，FENG Guoqin，DING Xiumei，et al. The Puyang People's Hospi-
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pa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livery mode，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Methods　78 cases of GDM patients in our hos-

pital from May 2012 to December 2015 were chosen as observation group and further divided into high SDS subgroup，

low SDS subgroup，each subgroup had 39 cases.60 cases of normal pregnant women were chosen as control group.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was assessed by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he final delivery mode and adverse preg-

nancy outcomes were recorded. Results　SD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deliver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ad-

verse pregnancy outcomes（such as cesarean section，postpartum hemorrhage et al.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 in high SDS sub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low SDS subgroup；The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such as cesarean section，postpartum hemorrhage et al. ）in high 

SDS sub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low SDS subgroup（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scores of SDS and the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while，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SDS 

and the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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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前糖代谢异常

或潜在糖耐量减退，于妊娠期间确诊的糖尿病类

型，属于妊娠期特发疾病，目前我国发病率约为 1％

~5％［1，2］。GDM 孕妇的早产、剖宫产率均较高，胎

儿过度生长及产后窒息、低血糖等发生率亦较高 ［3］。

研究发现 GDM 患者普遍存在抑郁情绪［4］，但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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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对 GDM 患者分娩结局的影响研究

不多。本次研究检测 GDM 及正常妊娠孕妇的抑郁情

况，并进一步探讨抑郁情绪严重程度与 GDM 孕妇分

娩方式、分娩结局的内在联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 2012 年 5 月 ~2015 年 12 月间在本院接受

治疗及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78 例作为观察组，

另取同期在本院接受产检并分娩的正常孕妇 60 例作

为正常对照组。观察组年龄 23~35 岁，平均（28.94
±5.17）岁，分娩时孕周 37~41 周，平均（39.16±

0.75）周，分娩时体重 59~85kg，平均（67.28±9.19）
kg；对照组年龄 24~36 岁，平均（28.63±5.62）岁，

分娩时孕周 37~40 周，平均（39.07±0.69）周，分娩

时体重 58~87kg，平均（68.43±9.03）kg。两组孕妇

的年龄、分娩时孕周、分娩时体重分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入组研究对象本人签署知情同意

书，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此次研究。

1.2　入选及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1）检测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

OGTT，明确或者排除 GDM 诊断；（2）孕前无糖尿

病；（3）既往无剖宫产史；（4）全程参与研究、临床

数据完整。排除标准：（1）伴孕前情绪障碍性疾病；

（2）孕妇认知功能异常；（3）合并子痫前期、妊娠

期心脏病等妊娠期合并症；（4）合并先兆流产；（5）
合并宫内感染。

1.�　抑郁评分

孕 36 周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两组

患者的抑郁情绪，包括 20 个项目，标准分≥ 50 分

为有抑郁症状，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1.4　分娩方式

记录入组研究对象的最终分娩模式，包括阴道

分娩、剖宫产、产钳助产。

1.5　不良妊娠结局

记录入组研究对象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

包括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新

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

1.�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录入软件 SPSS15.0，由专人进行统计

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成组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设置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评分

观察组平均 SDS 评分值（43.27±6.09）分，对照

组平均 SDS 评分值（26.16±4.21）分，观察组的分娩

前 SDS 评分值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 SDS 中位数 45 分，以此为界

将观察组分为 SDS 高分组、SDS 低分组各 39 例。

2.2　分娩方式

三组研究对象的阴道分娩、剖宫产、产钳助产

等分娩方式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DS

高分组、SDS 低分组阴道分娩比例低于正常对照组，

剖宫产、产钳助产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SDS 高分

组阴道分娩比例低于 SDS 低分组，剖宫产、产钳助

产比例高于 SDS 低分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各组研究对象的分娩方式比较（n，%）

组别 n 阴道分娩 剖宫产 产钳助产

SDS高分组 39 13（33.33％） 18（46.15％） 8（20.51％）

SDS低分组 39 20（51.28％） 15（38.46％） 4（10.25％）

正常对照组 60 38（63.34％） 20（33.33％） 2（3.33％）

χ2值 12.487 10.628 16.283

P值 ＜0.05 ＜0.05 ＜0.05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SDS低分组比较，
bP<0.05。

2.�　不良妊娠结局

三组研究对象的母婴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SDS 高分组、SDS 低分组

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新生儿

窒息、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SDS

高分组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

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高于 SDS 低分组，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雌激素、皮质醇、胎盘生乳素等对胰岛素敏

感性均随孕周增加而下降，故在妊娠中晚期母体存

在较强的胰岛素抵抗［5］。GDM 对母婴的影响极大，

GDM 孕妇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6-8］，可以

诱导孕妇广泛血管病变及妊娠期高血压形成［9］，导

致孕妇体重过度，盆腔空间相对缩小［10，11］。

本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SDS

评分值较高，说明 GDM 孕妇存在较高的抑郁情

绪。抑郁情绪可以加重的 GDM 病情所以必须引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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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7，8］。本研究还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剖宫产率、产钳助产率较高，阴道分娩率较低，此

结果与既往文献报道结果一致。进一步对不同 SDS

值的 GDM 患者的妊娠结局进行比较，发现：与 SDS

低分组相比，SDS 高分组患者的阴道分娩率较低，

剖宫产、产前助产率较高，说明 SDS 评分与阴道分

娩率呈负相关，与剖宫产、产前助产率呈正相关。

本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

血糖发生率均较高，原因是高血糖状态下腹部切口愈合

困难，增加产后感染发生率。羊水中葡萄糖浓度增加，

引起胎儿高渗性利尿，故羊水增多、胎膜早破风险增

加［12，13］。高糖环境促使蛋白、脂肪蓄积，增加巨大儿发

生率 ［14］。GDM 患者中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可抑制新

生儿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生成，诱发胎儿宫内缺氧、新生

儿窒息等［15］。本研究还发现：与 SDS 低分组相比，SDS

高分组患者胎膜早破、产后出血、产后感染、巨大儿、

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较高。

综上所述，GDM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

而且抑郁程度与分娩方式、不良妊娠结局直接相关。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所以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

来验证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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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组研究对象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母体不良结局 新生儿不良结局

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 产后感染 巨大儿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低血糖

SDS高分组 39 9（23.08％）ab 6（15.38％）ab 7（17.95％）ab 6（15.38％）ab 4（10.26％）ab 7（17.95％）ab

SDS低分组 39 5（12.82％）a 3（7.69％）a 4（10.26％）a 3（7.69％）a 2（5.13％）a 2（5.13％）a

正常对照组 60 2（3.33％） 1（1.67％） 2（3.33％） 1（1.67％） 0 0

χ2值 14.382 13.092 14.778 10.384 9.273 12.17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SDS低分组比较，b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