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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疏导对子痫前期孕妇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赵丽娟 、 冯国芹 、 丁秀梅 、 贾素民

【摘要】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疏导对子痫前期孕妇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201� 年 � 月 ~2016 年 � 月收治的子痫前期孕妇 92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n=46）和观察组（n=46），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给予积极心理疏

导。比较两组孕妇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及分娩结局情况。结果　两组孕妇护理后对比护理前，焦

虑、抑郁、敌对、恐怖、躯体化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孕妇上述评分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

组（P< 0.0�）；观察组孕妇治疗依从性好比例 �0.4�％显著高于对照组 60.��％（P< 0.0�）；观察组孕妇

不良结局总发生率 1�.02％显著低于对照组 �6.96％（P< 0.0�），新生儿不良结局总发生率 10.��％显

著低于对照组 2�.26％（P< 0.0�），新生儿 Apga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结论　积极心理疏

导可有效调节子痫前期孕妇负面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改善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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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negative emotion，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delivery out-
come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ZHAO Lijuan，FENG Guoqin，DING Xiumei，et al. Obstetric 
Department of People's Hospital in Puyang City，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negative emotion，treat-

ment compliance and delivery outcome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Methods　92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3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6）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6）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the basis of nursing care of the con-

trol group. The negative emotions，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delivery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hostility，fear and somatiz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deceased ran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rate of good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80.43％）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60.87％）（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outcom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17.02％）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36.96％）（P<0.05），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neonatal outcomes

（10.87％）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8.26％）（P<0.05），and Apgar score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effec-

tively relieve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and also 

improve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Key words】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reeclampsia；Negative emotion；Treatment compliance；Deliv-

ery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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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指怀孕前血压正常的孕妇妊娠 20 周

后出现高血压、蛋白尿，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滋养细

胞侵袭异常、免疫功能调节异常、遗传因素、内皮

细胞损伤等［1］。子痫前期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状况

之一，当其进一步发展成子痫时，会影响孕妇机体

各器官功能，严重时会导致孕妇及胎儿死亡，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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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孕妇产生严重心理压力［2，3］。相关资料［4］显

示，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缓解子痫前期孕妇心

理负担，改善妊娠结局。本次研究将积极心理疏导

用于护理子痫前期孕妇，观察其负面情绪、治疗依

从性及分娩结局的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择 2013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92 例子痫前期孕妇。纳入

标准：①符合《妇产科学》（第 7 版）相关诊断标准［5］；

②一周内多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均≧ 140mmHg（或

舒张压均≧ 90mmHg）；③宫颈成熟度 Bishop 评分［6］

≧ 6 分；④均为单胎；⑤孕妇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

②沟通障碍、不愿配合者；③合并传染性疾病者。92
例孕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各 46 例。对照组孕妇年龄 25~37 岁，平均年龄

（31.54±1.77）岁，孕周 22~36 周，平均孕周（29.12
±2.37）周，初产妇 34 例，经产妇 12 例，体质指数

BMI（27.32±2.18）kg/m2；观察组孕妇年龄 24~35 岁，

平均年龄（28.61±1.69）岁，孕周 22~37 周，平均孕

周（29.86±2.51）周，初产妇 32 例，经产妇 14 例，

体质指数 BMI（27.19±2.05）kg/m2。两组孕妇一般资

料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即加强病房巡视，做好

健康宣教，注意饮食要求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

基础上给予积极心理疏导，具体措施如下。①护理

人员应热心向孕妇介绍病房环境、作息时间，告知

住院相关注意事项，帮助其建立病友关系。②调整

病房内光线，减轻强光对孕妇的刺激，将病房内温

度保持在 22~24°C，湿度维持在 55％~65％，减少

病房内噪音，降低外界环境给孕妇带来的不适。③

定时测量孕妇血压、脉搏，检测胎心，嘱咐孕妇多

采取左侧卧位，可适当告知孕妇自身及胎儿健康状

况，使其放心。④孕妇出现因高血压而产生的头晕

头痛症状时易产生心理恐惧，护理人员需耐心解释

和安慰孕妇，减轻或消除其紧张情绪。⑤对孕妇及

家属进行相关疾病知识宣教，解除其对疾病的疑惑，

识别病理状态，减轻孕妇及家属因不了解子痫前期

而盲目产生的焦虑担忧感。⑥采取听舒缓音乐、与

病友交流等方式缓解孕妇紧张心理，鼓励孕妇家属

多陪伴在其身边，主动与孕妇沟通，认真聆听其倾

诉，给予其安慰与鼓励。

1.�　观察指标

①根据症状自评量表［7］自拟心理状态量表，该

量表包括焦虑、抑郁、敌对、恐怖、躯体化 5 个条

目，每个条目设定 10 个自我评定项目，每个项目采

用 1~5 级评分制，分别为从无、轻度、中度、偏重、

严重，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②采用自行设计

调查问卷评价孕妇治疗依从性，完全依从：理解认同

治疗护理方案，积极主动配合治疗；部分依从：被动

配合治疗护理，偶有不配合情况；不依从：不配合治

疗护理。完全依从为依从性好，部分依从和不依从

为依从性差。③记录两组孕妇妊娠结局。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以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

以（x±s）表示，比较采用 t 值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孕妇焦虑、抑郁、敌对、恐怖、

躯体化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

孕妇焦虑、抑郁、敌对、恐怖、躯体化评分均显著

下降，且观察组孕妇各条目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量表评分比较（x±s，分）

条目
观察组（n=46） 对照组（n=46）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抑郁 26.41±3.47 20.72±2.74*° 26.97±3.64 23.92±2.46*

焦虑 24.42±3.31 18.91±2.43*° 23.88±3.59 21.68±2.55*

敌对 25.21±2.96 19.47±2.32*° 25.02±3.32 22.29±2.38*

恐怖 24.03±3.21 18.63±2.45*° 24.89±3.24 21.45±2.24*

躯体化 24.12±3.25 18.87±2.29*° 25.16±3.47 21.63±2.31*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孕妇治疗依从性好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2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好

观察组 46 37（80.43） 8（17.39） 1（2.17） 37（80.43）

对照组 46 28（60.87） 13（28.26） 5（10.87） 28（60.87）

χ2 4.246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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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妊娠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疾病，包括妊娠期高

血压、子痫前期、子痫、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

及慢性高血压，其中子痫前期发病率约占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的 50％，分为轻度子痫前期和重度子痫前

期，临床症状为血压升高，出现蛋白尿，可伴有上

腹部不适、头痛、视力模糊等［8-10］。子痫前期基本病

理变化是全身小动脉痉挛，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全

身各系统靶器官血流量灌注减少，对孕妇脑、肝、

肾凝血功能等均有影响［11］。医疗技术的提高使得子

痫前期孕妇得到较好治疗，医学护理在其治疗过程

中亦有重要作用，子痫前期的症状对孕妇造成一定

程度的心理压力，同时由于对医院环境陌生，担心

治疗过程中药物的使用会影响胎儿发育、对分娩的

压力等因素也会加重孕妇的心理负担，使其产生紧

张、抑郁、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而心理负担过

重会加快子痫前期的发展，有可能引起子痫发作，

影响孕妇妊娠结局，因此心理指导护理对子痫前期

孕妇是非常重要的［12，13］。陈梨栋等［14］探讨个体化心

理指导对子痫前期病人焦虑及妊娠结局的影响，结

果表明个体化心理指导有利于缓解子痫前期病人的

焦虑情绪，改善妊娠结局。

基于此，我院对子痫前期孕妇实行积极心理

疏导护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孕妇护理后

焦虑、抑郁、敌对、恐怖、躯体化评分下降幅度

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依从性好的比

例和新生儿 Apga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孕妇和新生儿不良结局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表明积极心理疏导可降低孕妇负性心理

情绪，使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改善妊娠

结局。此次研究中，实施积极心理疏导护理，如改

善病房内环境、对相关疾病进行解释说明、聆听孕

妇倾诉、给予孕妇支持和安慰等，均能减轻孕妇心

理负担，减少或避免了因孕妇心理原因而产生血压

升高刺激疾病发展情况发生，可以改善胎盘血液供

应和胎儿发育，促进胎儿成熟［15］，而孕妇负性情绪

得到良好的调节亦能促进护患关系和谐，保证护理

工作的有效进行。

综上所述，积极心理疏导可有效缓解子痫前期

孕妇心理负担，减轻其负面情绪，对提高孕妇治疗

依从性有积极作用，改善孕妇及新生儿结局，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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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孕妇和新生儿不良结局总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表3　两组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孕妇不良结局

总发生
新生儿不良结局

总发生 新生儿Apgar评分
早产 胎盘早剥 NRDS 低体重

观察组 46 5（10.87） 3（6.52） 8（17.02） 2（4.35） 3（4.35） 5（10.87） 9.01±1.46

对照组 46 9（19.57） 8（17.39） 17（36.96） 7（13.04） 6（6.52） 13（28.26） 8.12±1.27

t/χ2 4.449 4.420 3.119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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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冠心病继发焦虑抑郁障碍可有效缓解负面情

绪状态症状，调节 IL-18 和 MPO 水平，预防心血管

事件发生，且未增加药物不良反应风险。但鉴于纳

入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及单中心因素制约，所得

结论仍有待更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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