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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褥期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心理健康干预的效果

顾培钰 、 周宪群 、 陈　英 、 陈　艺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产褥期抑郁症的危险因素，以及心理健康干预对产褥期抑郁症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产褥期妇女 200 例，根据是否有抑郁症分为均分

为观察组（n=100）与对照组（n=100）；观察组 100 例产妇再随机分为给予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常规观

察组（50 例）和予心理健康干预的心理干预组（50 例），对比干预效果差异。结果　Logistic 回归表明

夫妻感情不好、意外怀孕、剖宫产、产后并发症多是产褥期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P< 0.05），干预

后心理干预组的抑郁焦虑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常规观察组（P< 0.05）。结论　夫妻感情不好、意外怀

孕、剖宫产、产后并发症多是产褥期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及时予以系统心理健康干预可以有效

缓解产褥期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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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erperal depression an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GU Peiyu，ZHOU Xianqun，CHEN Ying，et al. Wuxi Fourth People 's Hospital obstetrics，Wuxi 21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uerperal depression an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on i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7 in our hospital 200 cases of puerperal women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whether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or not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

servation group（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n=100）and control group（no depression，n=100）. The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who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tervention and the conventional observation group who were the routine treatment the effec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ba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unexpected pregnancy，cesarean section and postpartum complications were the main risk factors of puerperal 

depression（P<0.05），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observation group（P<0.05）. Conclusion　Bad relation-

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unexpected pregnancy，cesarean section and postpartum complications were the main 

risk factors of puerperal depression，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on it.

【Key words】Puerperium；Depression；Influencing factors；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产褥期是指产妇分娩后机体、生殖器官复原的

一段时间。产后抑郁症是产后综合征中最常见一种

类型，与激素的分泌紊乱有很大关系。分娩后一些

激素急剧减少，导致脑内儿茶酚胺减少，从而影响

高级脑活动，促发某些个体产生心境障碍［1］。再加

上对宝宝的哺育压力，精神上也处于剧烈的转换期。

产妇表现为抑郁、哭泣、情感脆弱等表现，重者可

能出现幻觉或自杀等一些症状。研究显示［2］，心理

治疗对改善产妇情绪和精神状态效果显著，所以本

文对产褥期妇女心进行系统性心理干预，以期为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产

褥期妇女 200 例，纳入标准：所有妇女均为产褥期

内，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健全。排除标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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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免疫性疾病、精神疾病、慢性疾病等产妇。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对上述产褥期妇女

进行评估，其中伴有产后抑郁（HAMD 评分≥ 17）

的 100 例产妇为观察组，剩余 100 例不伴有产后抑郁

的 100 例产妇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年龄 22~41
岁，平均年龄（32.43±6.17）岁，平均体重（52.93±

4.47）kg；对照组：年龄 21~40 岁，平均年龄（32.15
±6.35）岁，平均体重（53.18±4.88）kg；两组妇女

在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方面对比差异不显著，无

统计学意义，两组具有可比性（P>0.05）；本次研究

均征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及研究对象的对比，并

与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所有产妇在产后均开始给予常规产褥期的治疗

和护理，即生命体征观察，剖腹产应注意伤口消毒，

预防产褥期感染，合理搭配饮食，指导产妇尽早开

始适量运动以促进康复等。

观察组 100 例产妇再随机分为 2 组，其中 50 例

产妇给与常规治疗及护理，称为常规观察组；剩余

50 例产妇在上述基础上给予系统心理健康干预，称

为心理干预组，具体如下：（1）松弛治疗：指导妇

女取仰卧位，先后采用呼吸松弛训练，想象松弛训

练及自我暗示松弛训练等方法，指导产妇放松从而

达到缓解其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 次 /1d，每次

30min，治疗 2 周后，改为每周 4 次。（2）音乐治疗：

选择优美柔和、轻柔缓慢的音乐，每次播放 30min，

2 次 /1d，治疗 2 周后，改为每周 4 次。（3）心理疏导：

每日固定时间与产妇进行交谈，时长不少于 15min，

鼓励产妇发问，并诱导产妇将自己的负性情绪产生

原因讲述出来，做到积极聆听，深入共情和鼓励安

慰，2 周后改为每周 4 次。所有治疗持续共 4 周，期

间产妇出院可嘱产妇定期复诊或电话复诊。 

1.3　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拟的调查问卷调查产褥期妇女的年

龄、胎次、工作情况、文化程度、居住条件、生活

环境、夫妻感情、怀孕原因、分娩方式、分娩时恐

惧感、产后并发症；本次发放 2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200 份，回收率 100％。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

估产褥期妇女的焦虑程度，SAS 含有 20 个项目，分

为 4 级评分的自评量表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高；采

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程度，

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比或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

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分析产妇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P<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影响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得知产褥期妇女抑郁的产生可能与

夫妻感情、怀孕原因、分娩方式、产后并发症、分

娩时恐惧感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怀孕原因，影

响最小的是工作情况。详见表 1。

表1　影响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单因素分析（n，％）

指标 对照组（n=100） 观察组（n=100） χ2 P值

年龄

　　≥30岁 64 58 1.531 0.163

　　＜30岁 36 42

胎次

　　第一胎 76 69 0.816 0.442

　　非第一胎 24 31

工作情况

　　有工作 59 55 0.113 0.859

　　无工作 41 45

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 58 52 0.471 0.676

　　高中及以下 42 48

夫妻感情

　　很好 60 41 6.423 0.017

　　一般 40 59

怀孕原因

　　计划 55 24 9.023 0.002

　　意外 45 76

分娩方式

　　剖宫产 48 71 8.736 0.007

　　阴道分娩 52 29

分娩时恐惧感

　　有 34 56 4.279 0.021

　　无 66 44

产后并发症

　　有 9 25 7.824 0.011

　　无 9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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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产褥期妇女的心理较脆弱，社会、家庭等各方

面的因素及自身身份的改变都会导致严重的情绪波

动，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影响产褥期妇女

的产后身体恢复情况及母乳喂养质量［3］。主要表现

为：①情绪稳定性差。因为产妇产后身体内的雌激素

和孕激素水平下降，与情绪活动有关的儿茶酚胺分

泌减少，体内的内分泌调节处在不平衡状态，所以

其情绪很不稳定［4］。②抑郁焦虑。产妇在经历妊娠、

分娩之后，不但身体疲惫虚弱，而且精神也会受到

影响，产生抑郁焦虑情绪，与分娩后体内激素比重

重新分配，产妇分娩后角色转变，不知如何哺育期

待已久的婴儿有关［5］。③依赖性情绪［6］。产妇由于

产后生理的特殊性，受传统“月子”习惯影响而产生

依赖性心理。

近年来，产后抑郁症已被广泛关注，这种心灵

的闭塞症是产妇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一种心智性疾病，

其表现为抑郁、悲伤、沮丧、哭泣等，重者出现幻

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对此，产妇在产前应尽可

能的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一些产褥期知识，产后尽早

下地活动，恢复原有的兴趣。家人、亲人也应对给

予产妇一些心理安慰，这是减少产褥期抑郁症发生

的有效办法。因此，注意产后心理调节，营造一个

安静、舒适的家庭环境。张亚萍等［7］通过去探讨产

褥期妇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得知，产褥期妇女心

理健康状况与夫妻感情、妊娠结局、产后并发症等

有关，通过心理治疗，有效改善产褥期妇女的负面

情绪。MorIA［8］观察并治疗产褥期抑郁症 72 例，研

究结果显示，有效的心理治疗可显著改善产褥期妇

女的焦虑、抑郁情绪。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夫妻感

情不好、怀孕原因为意外怀孕、分娩方式为剖宫产、

产后并发症多是产褥期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另

外给与了心理健康干预的产褥期妇女的 SAS 评分、

SDS 评分显著低于常规干预组（P<0.05），这表明积

极有效的心理治疗、松弛治疗、音乐治疗及药物治

疗能够帮助产褥期克服心理压力，缓解焦虑、抑郁

情绪，研究结果与 Hoegh A 等相似［9，10］。本文研究不

足在于研究对象太少，且来自于同一家医院，缺少

代表性，研究时间不长，并且研究指标较少，研究

深度不够。

综上所述，夫妻感情、生活环境、妊娠结局、

产后并发症与产褥期妇女抑郁症密切相关，给予产

褥期妇女相应的心理健康干预，能够有效缓解产褥

期妇女的负面情绪，有利于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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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怀孕原因，影

响最小的是分娩时恐惧感。详见表 2。

2.3　常规观察组及心理干预组治疗前后 SAS、

SDS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P<0.05），且心理组患者的 SA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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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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