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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式心理护理对择期剖宫产初产妇生理和心理应激的影响

须琼英 、 何晓艳 、 杨　新 、 李　倩 

【摘要】 目的　探讨激励式心理护理对于择期剖宫产初产妇生理和心理应激状况的影响。

方法　将 90 例择期行剖宫产术的初产妇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观察组行激励式心理护理。比较两组产妇围手术期生理及心理应激状态变化。结果　术前 30min 和

术中关腹前，观察组产妇的心率（HR）、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较对照组平稳，组间比较差

异显著（P< 0.05）；术前 1d 和术后 2d，观察组产妇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

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术后 2d，观察组产妇的视觉疼痛模拟量表（VAS）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激励式心理护理有利于减轻择期剖宫产初产妇的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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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cen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for primipara under-
going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XU Qiongying，HE Xiaoyan，YANG Xin，et al.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yuan，Guangyuan 628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

chological stress for primipara undergoing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90 cases of primipara who 

undergoing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45）and control group（n=45）.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cen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the two group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

riod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 the time of 30 minutes before surgery and before abdominal closure，the HR，SBP 

and DBP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table tha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1day before surgery and 

after 2 days surgery（P<0.05）. The grade of VA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2 days after surgery（P<0.05）. Conclusion　Incen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s helpful to relieve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for primipara undergoing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Key words】Primipara；Cesarean section；Incen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Physiological stress；Psychological 

stress

产妇，特别是初产妇在剖宫产术中及术后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 ［1］，而这些应激

反应可扰乱产妇的神经 - 内分泌功能，影响产妇的

呼吸、血压及心率等，给手术造成不利影响［2］。因

此，良好的心理干预对改善剖宫产孕妇的心理状态，

减少手术应激具有重要意义。我院对择期剖宫产初

产妇在完善常规护理基础上，从待产期开始实施激

励式心理护理，旨在减轻产妇的生理及心理应激反

应程度，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12 月在我院妇产科择期行剖

宫产术的初产妇 90 例。纳入标准：（1）有剖宫产手

术指征，且无手术禁忌症；（2）单胎初产妇；（3）年

龄 21~35 岁；（4）孕龄 37~42 周；（5）文化程度在小

学及以上；（6）意识清楚，视听功能及语言沟通能力

［作者工作单位］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广元（广元，6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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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7）产妇及其家属均自愿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1）

既往精神、神经疾病史者；（2）近期服用抗精神病类

药物或影响精神、心境状态药物者；（3）不配合临

床护理及评估者。产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观察组年龄 21~35（25.91
±3.34）岁；孕周 37~42（39.31±1.12）周；文化程

度：9 例小学，9 例初中，14 例高中，13 例大专及以

上。对照组年龄 21~35（26.23±3.09）岁；孕周 37~42
（39.23±1.21）周；文化程度：8 例小学，10 例初中，

17 例高中，10 例大专及以上。两组年龄、孕周、文

化程度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两组均分别由同一组麻醉、手术医师实施椎管

内麻醉下剖宫产术。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定

期产前检查、术前访视时进行常规健康宣教及心理

辅导，完善术前准备、术中监护及术后护理等。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激励式心理护理，方法如

下：（1）入院待产期间，主动与产妇及其家属沟通

交流，引导产妇抒发内心情绪及自我感受，与产妇

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全面评估其心理状态，充分

信任、尊重、关怀、支持和鼓励孕妇，并运用激励

原则针对孕妇的焦虑、抑郁、失眠等予以个性化心

理疏导和干预，帮助其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待产。

询问产妇的心理顾虑或最担忧的问题，采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介绍麻醉及手术医生情况、麻醉方法、剖

宫产手术适应症、安全性及步骤等，提高其对剖宫

产证实的认识，解除其心理顾虑或认识误区所致负

性情绪。指导产妇采用渐进式放松技术、音乐放松、

深呼吸等放松技巧缓解焦虑、失眠，养成良好的作

息习惯，并指导产妇及其家属掌握语言暗示放松疗

法进行心理暗示，以矫正负性情绪。耐心解答产妇

对术中及术后疼痛、切口愈合、母婴安全及母乳喂

养等问题的疑问，帮助其逐步适应母亲角色，激励

其勇敢面对手术。（2）术前 1d 深入病房，与产妇及

其家属进行聊天式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及相关知

识掌握程度，针对性予以补充讲解和心理疏导。再

次介绍手术室环境、手术步骤及相关注意事项等，

帮助其缓解负性情绪，做好心理准备，积极配合手

术。（3）入室后开始播放舒缓优美的音乐，进一步在

平等、尊重的前提下与产妇沟通交流，告知产妇正

确配合麻醉及手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介

绍麻醉与手术的分步及阶段，并确定阶段性目标。

（4）手术开始后，采用握手、暗示、凝视等方法予

以产妇鼓励。每个阶段性目标完成后及时向产妇反

馈相关指标，并其表现予以鼓励、表扬，以产生激

励式假慰暗示作用。胎儿取出前，介绍牵拉脏器可

能存在的不适感或疼痛感，鼓励其主动克服，并通

过交流、告知其胎儿即将出生以转移其注意力，鼓

励其坚强应对、树立信心并努力克服不良情绪。胎

儿娩出后及时告知其母婴安全并以夸赞的语气形容

新生儿的样貌及特点等，增加产妇的满足感、幸福

感，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1）分别于入院时、术前 30min、术中关腹前，

监测记录产妇的心率（HR）、收缩压（SBP）、舒张压

（DBP）水平；（2）入院时、术前 1d 及术后 2d，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焦虑情绪，共 20 项，单

项 1~4 分计，总分≥ 50 分判定为焦虑，得分越高则

焦虑情绪越重；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抑郁

情绪，共 20 项，单项 1~4 分计，总分≥ 53 分判定为

抑郁，得分越高则抑郁情绪越重；（3）术后 24h，采

用视觉疼痛模拟量表（VAS）评价产妇的疼痛程度，

总分 0~10 分，0 分为无痛，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度疼痛，7~10 分为重度疼痛。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以百

分率（％）描述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前及术中生理应激指标比较

入院时两组的 HR、SBP、DBP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术前 30min、术中关腹前观察

组无明显变化（P>0.05），对照组各指标均显著升高

（P<0.05），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术前及术中生理应激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HR（次/min） SBP（mmHg） DBP（mmHg）

观察组（n=45） 入院时 76.22±4.56 119.21±7.78 70.23±6.67

术前30min 78.19±5.03# 121.02±8.43# 72.02±7.23#

术中关腹前 74.12±5.12# 120.12±7.89# 71.19±7.45#

对照组（n=45） 入院时 76.87±5.02 118.95±8.01 71.23±8.02

术前30min 92.23±6.45* 136.65±11.43* 80.21±10.05*

术中关腹前 90.12±7.78* 134.45±8.92* 78.22±9.12*

注：与入院时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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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术后疼痛程度比较

术后 24h，观察组的疼痛 VAS 分级程度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手术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入院时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术前 1d、术后 2d 观察组显著降低

（P<0.05），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术后疼痛VAS分级比较［n（％）］

组别 无痛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n=45） 10（22.22）# 23（51.11）# 10（22.22） 2（4.44）

对照组（n=45） 5（11.11） 12（26.67） 22（48.89） 6（13.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手术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n=45） 入院时 56.12±5.54 46.21±6.78

术前1d 41.12±6.54*# 43.01±5.56*#

术后2d 35.67±5.43*# 31.12±4.46*#

对照组（n=45） 入院时 55.67±6.02 45.67±6.12

术前1d 56.43±6.71 47.01±7.89

术后2d 53.32±7.21 44.12±5.56

注：与本组入院时比较，*P<0.05；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

较，#P<0.05。

3　讨论

应激反应是机体在受到强烈刺激作用下出现的

非特异性防御反应，适度应激能够激活交感神经系

统而提高机体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但过度

应激则可产生病理作用［3］。初产妇由于欠缺经验及

分娩相关认知不足，产前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剖宫产手术自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应激源，

故择期剖宫产产妇不仅要承受宫缩阵痛，还要承受

手术所致术前失眠、焦虑、恐惧、抑郁等负性情绪。

临床研究显示，产妇在妊娠期间就已存在不同程度

的焦虑、抑郁情绪，且在分娩阶段将明显加重，而

上述负性情绪又将影响神经 - 内分泌而引起交感神

经亢进、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血糖素等释放

增加，进而出现血糖升高、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

一系列生理改变，严重时将增加手术风险及术后并

发症［4］。还有研究发现，剖宫产术前负性情绪将增

加产妇的疼痛敏感性，导致产后疼痛感受增加［5］。

因此，开展合理有效的心理护理对减轻择期剖宫产

初产妇的生理及心理应激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干预是现代临床护理的重要内容，尤其是

对孕产妇的心理护理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但传

统心理护理存在较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往往难以

达到理想效果。激励式心理干预是一种利用激励性

心理辅导而提高患者身心兴奋性的新型护理模式，

既往已有研究证实其在多种外科手术中均具有减轻

焦虑情绪及生理应激反应、降低术后并发症率等作

用［6］。刘容珍等［7］研究发现，激励式心理干预有利

于缓解初产妇待产期焦虑、抑郁情绪，缩短产程并

改善分娩结局；冯珍娇等［8］研究显示，激励式心理干

预不仅可缓解产妇的不良心理状态，且有利于提高

经阴道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但上述研究多集中

于自然分娩或具有自然分娩条件的产妇，对于择期

剖宫产初产妇的应用可行性及有效性较少涉及。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前 30min、术中关腹

前观察组的生理应激指标（HR、SBP、DBP）显著低

于对照组，术前 1d、术后 2d 时 SAS 及 SDS 评分均较

对照组显著降低，与王辉等［9］研究结果相似。说明

激励式心理护理有利于减轻择期剖宫产初产妇的生

理及心理应激状态。在剖宫产术中，疼痛与焦虑情

绪有相互作用，烦躁不安可增加疼痛感受，而疼痛

又将诱发或加重焦虑情绪。音乐具有缓解焦虑、抑

郁情绪及非药物性缓解疼痛的作用，产妇在产程中

聆听音乐不仅有利于维持心情愉悦，且有利于缓解

产妇的疼痛感受，更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10］。杨

泳茹等［11］研究显示，在剖宫产围手术期开展音乐疗

法能够减少产妇围手术期血压及脉率波动，缓解围

手术期疼痛。本研究在激励式心理护理中融入音乐

疗法，有助于产妇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手术，这也是

本研究的创新之一。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 24h 疼

痛 VAS 分级显著低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激励式心

理干预能够减轻应激状态，缓解产妇的疼痛主观感

受。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均来自同

一个医院，地域的代表性不足；其次，产妇的生理、

心理应激受很多因素的干扰，本研究无法控制所有

的因素。

综上所述，对择期剖宫产初产妇实施激励式心

理护理能够显著减轻产妇的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

维持围手术期生命体征平稳，减轻术后疼痛感受及

负性情绪，有利于产妇顺利度过围手术期，可作为

一种非药物性治疗干预手段在妇产科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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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12］学者研究显示黛力新改善抑郁焦虑情绪。NE、

5-HT、DA 均属于神经递质类，其水平波动对于患者

负性情绪的判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其水平均显著降

低，提示随着病情的转归，患者机体内神经递质水

平亦随之改善，而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HAMD、HAMA

评分改善效果更优于对照组，证实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联合抗抑郁治疗能够更为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负

性情绪，加速疾病康复进程，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与吕雪幼［13］等学者研究结果一致。用药治疗的安全

性是临床评定治疗结果的指标之一。本研究发现：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

说明两种药物联合作用可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综上所述，替普瑞酮联合黛力新通过调节神经

递质水平，缓解负性情绪，抑制胃黏膜损伤等，治

疗慢性胃炎效果显著，不良反应更低。但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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