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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对产妇的妊娠期抑郁症状及睡眠质量
的作用

任艳蕊 、 张　玲 、 张晓琴 、 王　莉

【摘要】目的　观察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对改善妊娠期抑郁症状及睡眠质量的作

用。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产检的妊娠期抑郁症产妇 118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59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观察组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

预。观察对比两组抑郁状况、睡眠质量、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产妇的抑郁自评量表（SDS）

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干

预后两组 SDS、EPD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

两组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相较于常规干预方式，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能够更

有效减轻妊娠期产妇抑郁症状，提高睡眠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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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erinatal Cognitive Intervention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Improv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of Maternals in Pregnancy　　REN Yanrui，ZHANG Ling，ZHANG Xiaoqin，et al.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erinatal cognitive intervention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on pregnancy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maternals . Methods　118 cases of maternals with depression received 

med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then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5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

tine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erinatal cognitive intervention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

form. Depression status，sleep qua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the Ed-

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After intervention，SDS and EP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P<  0.05），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PSQI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P<0.05），and those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erinatal cognitive 

intervention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s 

well as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maternal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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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和分娩对产妇而言是一种心理应激源，造

成产妇在围产期的心理与生理同时发生变化，进而

产生情绪问题，表现为焦虑、烦闷、紧张不安等，

严重时可发展为抑郁症［1］。目前妊娠期抑郁症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妊娠期抑郁症发病率高达

20％［2］。妊娠期抑郁症可降低产妇睡眠质量，同时

还可诱发高血压、早产等多种病理性问题，因而给

予科学合理干预对产妇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常用干

预方法多内容缺乏，形式单一，整体干预效果不理

想［3］。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属于新

型干预方法，能够拓宽交流途径，及时给予产妇心

理疏导，减轻抑郁症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观察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治疗妊娠期伴

有抑郁症产妇的临床疗效，以期为此类产妇干预方

案的制定提供参考。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产检

的明确诊断为妊娠期抑郁症的产妇 118 例作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59 例。其中观察组年龄 22~36 岁，平均（28.65±

5.21）岁；初产妇、经产妇分别为 42 例、17 例；孕周

30~35 周，平均（33.29±1.17）周；体质量 57~82 kg，

平均（71.62±8.43）kg。对照组观察组年龄 21~35 岁，

平均（28.57±5.33）岁；初产妇、经产妇分别为 39
例、20 例；孕周 31~36 周，平均（33.37±1.24）周；

体质量 56~81kg，平均（71.79±8.57）kg。2 组年龄、

孕周、体质量、生产状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为妊娠期产妇，且经多普勒

彩超证实；（2）均为单胎；（3）年龄≥ 20 岁；（4）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1）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2）合并妊

娠期高血压、糖尿病；（3）接受激素或抗抑郁药物

治疗者；（4）患有影响评估的视听、失语等躯体功

能障碍或神经系统疾病；（4）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

或物质滥用史。

1.3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1）加强与产妇沟通，

建立良好关系，详细询问抑郁症状产生根源，及时

给予心理疏导。（2）介绍妊娠期抑郁症状相关知识，

给予健康教育。（3）教会患者掌握疏解心理方法，并

给予饮食和运动指导。

观察组：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

预。（1）建立微信公众平台：由医院建立微信公众平

台，妇产科医师、责任护师、护师等共同参与，实

现多样化信息交流。（2）专业培训：对参与微信公众

平台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具体内容包括妊

娠期抑郁症状相关知识、具体表现、沟通技巧、放

松训练等。（3）确定干预方式：根据产妇孕周、产检

及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围产期认知干预方式，并

制定详细干预措施和内容，详见表 1。2 组均给予为

期 12 周干预。

表1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具体措施和内容

措施 具体内容

心理干预 与产妇建立互信关系，采用温和耐心语言与其交流，对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进行全面了解，并深入了解人生价
值观、嗜好、生活习惯等，鼓励产妇自主阐述抑郁原因，据此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教会产妇缓解抑郁症状方式，如深

呼吸、阅读书籍、看电视等，倾听轻音乐. 

健康教育 详细介绍疾病发病机制、发展过程、预后等情况，重点介绍其对产妇自身与胎儿危害，讲解目前治疗原理与技术，并
与患者共同寻找改善症状方法。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内容包含妊娠期抑郁症具体症状、改善方法、饮食和运动方式

等。讲解产后保健和育婴知识，转移产妇注意力，减轻抑郁症状。

饮食干预 根据患者饮食习惯和体质，与营养师共同制定食谱，多食用新鲜瓜果蔬菜，忌食辛辣、刺激、生冷、油腻食物，重视补
充钙、铁、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运动干预 根据产妇孕周、身体状况制定科学合理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走、慢动作跳舞、伸展运动、瑜伽等。

生活干预 保持室内温度和湿度适宜，灯光调成淡黄色，睡前使用温水泡脚，引用热牛奶。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晚上不超过10点为宜。

交流干预 加入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平台更新的关于疾病方面信息和内容，针对自身疑难问题，可在公众平台内与护理人员进
行沟通交流，发现异常，及时与医生联系，并进行紧急处理。

1.4　观察指标

（1）抑郁状况：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采用

抑郁自评量表（SDS）［4］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PDS）［5］进行评估，其中 SDS 包含精神性、躯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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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服务质量、沟通技巧、健康知识、护理

态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3　2组护理满意度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服务质量 沟通技巧 健康知识 护理态度

观察组 59 8.37±1.26 8.45±1.31 8.61±1.22 8.56±1.30

对照组 59 7.28±1.19 7.09±1.24 7.39±1.25 7.21±1.08

t — 4.831 5.791 5.365 6.13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常规干预是妊娠期抑郁症产妇常用干预方法，

通过加强沟通交流，给予心理辅导，能够有效缓解

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通过介绍妊娠、生产和围

产期相关健康宣教知识，可使其正确认识妊娠和生

产过程 ［7］。但常规干预内容不完善，干预方式单一，

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导致整体干预效果不理想。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是新出现

的一种临床干预方式，由医院建立微信公众平台，

妇产科医师、责任护师等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共同

精神运动性以及抑郁心理障碍，共 20 个条目，每个

条目采用 4 分制计分。EPDS 共包含 10 项，每项均

为 0~3 分，其中总分≥ 13 分可确诊为产后抑郁症。

两个量表均是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2）
睡眠质量：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采用匹兹堡睡眠指

数量表（PSQI）［6］进行评估，内容包含睡眠时间、睡

眠质量、日间功能、入睡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

催眠药物 7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为 0~3 分，分值越

高，则睡眠质量越差。（3）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自

制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评估，内容包含服务质量、

沟通技巧、健康知识、护理态度，每项均为 0~10 分，

分值越高，则产妇越满意。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描

述，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n，％）描述，用 χ2 检

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抑郁状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 SDS、EP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 2 组 SDS、EPDS 评分显

著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2。

2.2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睡眠质量比较 

干预前 2 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日间功能、

入睡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催眠药物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2 组睡眠时

间、睡眠质量、日间功能、入睡时间、睡眠障碍、

睡眠效率、催眠药物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2　两组产妇抑郁状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

t P
EPDS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9 55.64±3.22 28.25±1.37 16.221 0.000 14.95±2.26 7.61±1.28 21.707 0.000

对照组 59 55.97±3.15 40.64±1.31 12.001 0.000 14.87±2.30 9.35±1.26 16.168 0.000

t — 0.563 9.685 — — 0.191 7.441 — —

P — 0.575 0.000 — — 0.849 0.000 — —

表3　两组产妇睡眠质量比较（x±s，分）

指标
观察组

t P
对照组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睡眠时间 1.45±0.32 0.84±0.25# 11.538 0.000 1.41±0.31 1.07±0.26 6.455 0.000
睡眠质量 1.38±0.31 0.75±0.23# 12.536 0.000 1.42±0.33 0.95±0.28 8.342 0.000
日间功能 1.41±0.29 0.73±0.21# 14.588 0.000 1.39±0.27 1.02±0.20 8.458 0.000
入睡时间 1.52±0.35 0.86±0.24# 11.946 0.000 1.47±0.34 1.10±0.25 6.734 0.000
睡眠障碍 1.49±0.33 0.87±0.21# 12.175 0.000 1.44±0.34 1.06±0.22 7.208 0.000
睡眠效率 1.34±0.26 0.69±0.21# 14.939 0.000 1.32±0.25 1.03±0.19 7.094 0.000
催眠药物 1.14±0.20 0.62±0.17# 15.217 0.000 1.12±0.21 0.81±0.19 8.408 0.000

与干预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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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根据产妇体质、孕周、文化背景等信息制定

针对性干预措施［8］。深入了解产妇抑郁症状产生根

源，给予及时的心理疏导，缓解抑郁情绪。详细告

知产妇抑郁症状产生原因及危害，尤其是对胎儿危

害，使其全面了解并正视该疾病，发放健康宣传手

册，并进行产后育婴知识教育［9］。胎儿营养来源于

母体，制定科学合理饮食食谱，有助于增强产妇免

疫力，同时可保证胎儿正常营养供给。此外基于微

信公众平台的交流方式集信息发布、咨询、在线学

习等功能于一体，操作简单，可最大限度为产妇提

供服务。认知干预从产妇生活、运动、饮食等各个

方面进行综合干预，实现无缝隙连接，内容全面，

形式丰富多样，可满足产妇最大需求，短时间内获

取所需知识，改善抑郁症状，缓解心理压力，提高

睡眠质量。

有研究表明［10］，采用认知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抑

郁症状，缓解心理压力。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SDS、EPDS 评分优于对照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

提示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认知干预可更有效地

改善产妇的抑郁症状。另有研究表明［11］，采用基于

微信公众平台的认知干预可提高抑郁症产妇睡眠质

量。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

日间功能、入睡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催眠

药物评分优于对照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提示

该基于微信平台的围产期认知干预的确可以更好地

改善妊娠其抑郁症产妇的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认知干预

可更有效地改善妊娠期抑郁症产妇的抑郁情绪，提

高睡眠质量和护理满意度。但由于本研究样本数量

限制，今后将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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