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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心理护理干预对剖宫产手术患者负性情绪、自我效能及满意度的影响

江春丽 、 孟庆中 、 靳慧洁 、 张　蓓

【摘要】目的　探讨术前心理干预对剖宫产手术患者负性情绪、自我效能及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220 例剖宫产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

为干预组（n=110）及对照组（n=110），对照组应用围手术期常规性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

用术前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自我效能、产后出血、产后抑郁及患者满意

度情况。结果　干预组干预后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均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组干预后自我效能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 0.05）。干预组患者术后出血率、产后抑郁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而满意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术前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剖宫产手术患者自我效能，改善产妇焦虑、

抑郁情绪，降低产妇产后出血及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提高产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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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s，self - efficac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esarean section　　JIANG Chunli，MENG Qingzhong，JIN Huijie，et 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Baoji City，Baoji 72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negative emotion，

self-efficac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220 patients undergoing caesarean 

se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110）and control 

group（n=110）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esides routine care. The negative emotion，self-effi-

cacy，postoperative bleeding，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SDS scores and S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self-efficac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P<0.05），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cesarean section pa-

tients，and relieve matern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whil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 and postpar-

tum depression，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esarean section patients；Negative emotion；Self-effica-

cy；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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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是女性特殊的生理过程，由于孕产妇对分

娩过程缺乏认知以及医护人员与产妇缺乏沟通等原

因，很多孕产妇不能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分娩带来

的疼痛，导致分娩产程延长，产后出血风险增加，

从而增加难产率及剖宫产率［1］。目前多项研究指

出［2，3］，剖宫产产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及

恐惧情绪，若这种不良情绪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会

降低患者的自我效能，增加患者围手术期应激反应，

导致患者心率、血压升高，从而影响麻醉效果及手

术开展。良好的心理干预可有助于提高产妇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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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对剖宫产的认知，改善产妇焦虑、抑郁的情绪，

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促进产妇产后身心健康［4］。

术前心理干预是指在在患者手术开始前从心理学指

导基层上对患者实施有步骤、有计划的针对其心理

活动、个性特征实施的干预，从而为预期目标变化

过程提供指导［5］。本研究将探讨术前心理干预对剖

宫产患者负性情绪、自我效能及满意度的影响，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220
例择期剖宫产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产妇分为

干预组及对照组各 110 例。干预组孕妇年龄为 20~35
岁，平均（29.62±2.82）岁；孕周 38～42 周，平

均（40.52±1.39）周；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21.8~25.5kg/m2，平均（23.82±2.63）kg/m2；初

产妇 70 例，经产妇 40 例。对照组年龄为 20～35 岁，

平均年龄（29.32±3.04）岁；孕周 38~42 周，平均孕

周（39.78±1.42）周；BMI 21.2~26.2kg/m2，平均 BMI

（23.98±2.16）kg/m2；初产妇 68 例，经产妇 42 例。

两组孕妇年龄、孕周、BMI、孕次等一般资料无统计

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无产科妊娠期合并症；②无任何临

床确诊疾病；③符合剖宫产分娩指征；④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肝、肾等器官功能异

常者；②临床资料不全及无法进行产后访视者；③患

有自身免疫疾病或结缔组织疾病；④合并急性期疾病

感染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性护理：①了解患者的既往

史、现病史、麻醉史、过敏史及家族史、实验室体

检结果、精神状态等；②综合评定患者麻醉及病情风

险；③告知患者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指导患

者配合麻醉工作，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术前心理干预，干

预时长为一周，具体措施如下：①认知干预。护士以

和蔼的态度、庄重的举止，仔细耐心聆听患者诉求，

由浅入深向患者讲解病情；向患者讲解手术基础操作

过程、手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及意外事件；了

解患者对手术、麻醉的认知，发现患者认知的不足

并及时纠正患者认知上存在的错误；向患者解析术

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指导患者配合治疗。②情绪

干预。术前与患者进行友好的交谈，对于焦虑程度

较明显的患者，护理人员应了解其不良情绪产生的

根源，并针对性给予安慰及解析。同时鼓励患者提

出问题，充分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及积极性，使得

患者更好地配合手术工作。③暗示疗法。向患者讲

述手术安全性及可行性，科室医疗团队的医疗技术、

设备概况，告知患者麻醉医师及术者拥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工作能力强，从而减轻患者对手术及麻醉

的恐惧感，增强患者自我控制能力及自信心。④示

范教育。利用同一病室或病区术后康复理想的患者

进行现身说法，以消除患者心理焦虑及恐惧，提高

患者治疗信心。⑤支持干预。术后鼓励患者家属及

朋友进行探视，是患者充分感受到支持和关爱，减

轻不良情绪，增强术后恢复的信心。参与心理干预

的医护人员均经过相关培训且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分别于干预前及产后第 3 d 应用焦虑

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6］、抑郁自

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7］对两组

患者焦虑、抑郁症状进行评价。SAS 量表共包括 20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法，临界标准为 50 分。SDS

量表共包括 20 个问题，总分等于各条目得分之和。

50~59 分为轻微至轻度抑郁；60~69 分为中至重度抑

郁；70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分别于干预前及产后第

3 d 采用施俊琦等［8］编制的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对患者进行评价，量表包

括 10 个条目，各条目积分之和为自我效能总分。记

录两组患者产后出血率、产后抑郁发生率及满意度

情况。产后出血是指产妇产后出血大于 500 ml；满意

度于患者出院时进行问卷评价，问卷共 10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1~4 级评分，总分为 10~40 分，总分

>30 分为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对两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标准方差（x±s）来表示，组间数据比较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具有

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 SDS、SAS 评分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 SDS、SAS 评

分较干预前均有所下降（P<0.05），干预组干预后

SDS、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 373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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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组 110 65.26±5.23 50.36±4.89 ab 65.23±5.02 52.25±5.36 ab

对照组 110 65.39±5.63 60.98±4.63 a 65.78±6.03 59.45±5.93 a

t 0.177 16.540 0.735 9.719

P 0.859 0.000 0.463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a 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
b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效能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自我效能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组患者干预后自我效能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效能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组 110 22.45±3.02 29.36±4.22 -10.314 0.000

对照组 110 21.98±2.98 25.45±4.78 -4.771 0.000

t 0.858 4.849

P 0.392 0.000

2.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产后抑郁及满意率比较

干预组患者术后出血率、产后抑郁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而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抑郁及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抑郁 满意率

干预组 110 4（3.64） 5（4.54） 104（94.54）

对照组 110 18（16.36） 18（16.36） 89（80.91）

χ2 9.899 8.206 9.499

P 0.002 0.004 0.002

3　讨论

分娩时适度焦虑可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改善产

妇机体适应能力及应对能力，但过度的焦虑会导致

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大量分泌儿茶酚胺，引起产妇

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率加快，从而影响剖宫产

手术的开展［9］。苏长春等认为剖宫产是由于无法自

然分娩或自然分娩失败时采取的补救措施，产妇除

了承受宫缩带来的阵痛外，还需要承受手术痛苦，

因此与自然分娩产妇相比，剖宫产产妇更容易出现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10］。此外，产妇在妊娠期时

就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情绪，到分娩时产妇焦

虑情绪会进一步加重［11］。因此，有必要对剖宫产产

妇围手术期加强心理干预，以减轻产妇心理反应，

提高产妇心理适应性。

术前心理干预是指术前对患者进行访视，详细

了解患者精神状况，给予患者精神鼓励及安慰，为

患者解答手术相关问题，协助其消除疑虑，减轻焦

虑情绪及心理应激反应的护理措施［12］。本研究中干

预组干预后 SAS 及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

示术前心理干预能有效减轻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改善患者围手术期应激反应。这可能由于术前的心

理干预有效降低了产妇对手术的恐惧感及术后疼痛

的恐惧感，消除产妇原本的消极暗示，分散了患者

对疼痛感的注意力。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能力的控制或主

导，是个体对自身行为达到预期效果的信心［13］。剖

宫产手术患者自我效能较低，产妇个体行为的动机

水平、处理压力的能力以及面对挑战的信心受到严

重影响。有研究指出［14］，低自我效能的慢性疾病患

者普遍存在抑郁、焦虑情绪和无助感。因此针对患

者的自我效能进行相关干预，提高自我效能进而缓

解负性情绪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干预组患者干预

后自我效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术前心理干

预能有效提高剖宫产患者自我效能，有利于帮助患

者树立分娩信心。这可能由于术前心理干预中医护

人员向患者详细解析剖宫产相关知识，并说明手术

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了患者对剖宫产的认识，

增强了患者手术信心。

本研究中干预组患者术后出血率、产后抑郁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考虑可能由于术前心理干预缓解

了产妇手术过程中的紧张心理，神经内分泌失调、免

疫力下降等一系列机体的应激变化程度较轻，从而减

少了子宫收缩乏力、疼痛敏感等情况的发生。术前心

理干预不仅满足了患者的生理需求，同时满足患者自

我及自尊需求，减少了产后不良情绪的出现［15］。患者

满意度是评价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干预组

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护士在对患者实施干预

与患者互动的同时，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从而提

高了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术前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产妇焦虑、

抑郁情绪，提高剖宫产手术患者自我效能，降低产

妇产后出血及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提高产妇满意度。

参考文献

1 .  姚芸，陈慧，刁秀凤，等。分娩过程中心理干预及疼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374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痛护理对产程进展的影响。西部中医药，2014；4（4）：

134-135.

2. 莫凤。心理干预对临产产妇产程分娩和产后出血的影响。

国际护理学杂志，2014；3（6）：1468-1469.

3. 何志坚。孕妇产前抑郁心理干预对分娩质量的影响。广东

医学院学报，2014；32（4）：499-500.

4. 刘香兰。激励式心理干预对初产妇产程情况及分娩结局的

影响。齐鲁护理杂志，2014；（15）：12-13.

5. 刘燕妮，杨亚婷，李梅，等。术前心理护理对手术室患

者心理状态及手术耐受性的影响。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5；（4）：93-95.

6. 王文菁，许明智。焦虑自评量表在精神疾病患者中的因子

结构研究。广东医学，2009；30（10）：1416-1418.

7. 段泉泉，胜利。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效度。中国心

理卫生杂志，2012；26（9）：676-679.

8. 施俊琦，王垒。一般性自我效能量表的信效度检验。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2005；19（3）：191-193.

9. 李东丽，袁静，许萍，等。围术期心理干预联合背景音乐

疗法对剖宫产患者疼痛、焦虑及血压、心率的影响。河

北医药，2016；2（1）：150-152.

10. 苏长春。剖宫产产妇围术期的心理状况分析及心理干预

的实施效果。临床医学工程，2015；22（3）：351-352.

11. 王永贤。剖宫产手术患者围术期心理干预及其效果。中

国现代药物应用，2015；2（1）：194-195.

12. 李晚红。剖宫产产妇围术期心理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49（25）：3244-3246.

13. 刘淑姿，季红秀，路娜，等。产前针对性心理干预对分

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6；9
（1）：134-136.

14. 祖金美，张改欣，黄亚娟，等。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

配合对心脏病孕妇剖宫产分娩结局的影响。重庆医学，

2013；2（26）：3089-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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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水平，也为会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和人际支持资源。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

察时间也比较短，而且影响患者家属心理状态的因

素很多，诸如经济压力、应激事件的等因素是本研

究无法完全控制的，所以我们的结论还需要更大样

本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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