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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心理、行为干预对初产妇剖宫产产后抑郁、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赵丽娟 1 、 杨俊娟 1 、 吴文娅 1 、 方晓红 1 、 王　丹 2

【摘要】 目的　分析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对初产妇剖宫产患者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我院 103 例初产妇剖宫产患者分组，对照组 51 例给予常规剖宫产干预，观察组 52 例增加连续

性心理及行为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焦虑、抑郁情绪、生活质量、自我效能、疼痛及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SAS、SDS、VAS 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自我效能及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能够有效消除剖宫产初产妇的负性

情绪，提升自我效能，减轻术后疼痛，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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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self-effi-
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sarean section of primipara　　ZHAO Lijuan，YANG Junjuan，WU Wenya，et al. 
Zheng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in primip-

ara women with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A randomized digital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group 103 primiparas pa-

tients with cesarean section in our hospital.5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esarean section interven-

tion.52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self-efficacy，pain，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The SAS，SDS，VAS score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efficacy and SF-36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negative emotions of cesarean primipara，

improve self-efficacy，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words】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Primipara；Postpartum depression；Self-

efficacy；Quality of life

剖宫产多用于因头盆不称、胎儿窘迫、骨产道

异常、胎位异常、软产道异常等原因引起的难产产

妇，近年来，其应用率逐年提升［1］。剖宫产虽能够

有效改善难产产妇的妊娠结局，但是由于手术应激

的影响，极易导致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的发生，影响

产妇的术后生活质量，初产妇由于孕产知识认知缺

乏，心理压力大，疼痛耐受度低，更易滋生焦虑抑

郁负性情绪，不利于产妇的术后康复［2］。连续性心

理及行为干预依据除产妇的心理特点进行制定，针

对性强，但临床上对于此类报道并不多见。该研究

旨在观察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应用于初产妇剖宫

产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初产妇剖宫产患者，纳入标准：孕周 37~42 周；均

为头位、单胎、初产妇；入选患者均行剖宫产术；认

知功能正常；患者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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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精神病史；腹部手术史者；

合并严重脏器功能障碍患者；入组前参加孕产妇知识

培训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1 例，

年龄 23~31 岁，平均（26.36±2.13）岁；接受教育时

间：6~17 年，平均（11.36±1.51）年；孕周 37~42 周，

平均（39.19±1.25）周。观察组 52 例，年龄 22~32
岁，平均（26.40±2.11）岁；接受教育时间：6~18 年，

平均（11.33±1.49）年；孕周 32~41 周，平均（39.22
±1.20）周。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产妇均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给予产妇产

前宣教、术前准备、饮食干预、心理干预、切口干

预及生活指导；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连续性心理及

行为干预，（1）情绪理性方案：明确产妇对孕产过程

及手术认知，了解产妇顾虑，放平姿态，以朋友身

份与产妇进行探讨，通过知识手册、案例教学等方

式使产妇了解焦虑抑郁情绪对产后影响，促使产妇

自身责任感建立，采用反馈式提问法纠正产妇错误

认知，改变产妇思维方式，消除产妇不良情绪；（2）
音乐干预方案：保持室内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柔和，

嘱产妇穿着宽松服饰，体位以产妇舒适为主，依据

产妇喜好选取音乐曲目，以轻音乐为主，产妇微闭

双眼，由医护人员在旁进行语言引导，促使产妇冥

想，使产妇全身肌肉放松，随后由上而下进行收缩 -

放松全身肌群，20min/ 次，1 次 /d；（3）正性暗示方

案：通过语言暗示、正性鼓励等方式，使产妇间明确

受剖宫产优势，侧面了解剖宫产特点，促使产妇积

极反应建立，同时，邀请成功行剖宫产手术分娩的

产妇进行现身分享分娩过程，普及经验，缓解产妇

焦虑抑郁情绪；（4）按摩抚触方案：术前，医护人员

使用双手拇指指腹，于患者季肋部至腋前部进行轻

柔梳理，腹部采用顺时针抚摸，揉捻颈肩部位，产

后 24h 同样方式再次进行，同时联合顺时针按摩小

腹及关元、合谷、足三里、上巨虚穴按摩；（5）呼

吸训练：取舒适体位，穿着宽松衣物，双手轻放腹部，

经鼻缓慢深吸气，憋气 3s，经口缓慢吐气，呼吸过

程中嘱咐产妇自我暗示很放松、很舒服，共计 20 次，

2 次 /d；两组产妇均于入院后进行干预，产后 7d 对

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比较：依据焦虑自评量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负性情绪，

SAS 及 SDS 评分每个量表均包括 20 条目，每条目采

用 1~4 级评分法评定，其中 <50 分为正常，50~60 分

为轻度，61~70 分为中度，>70 分为重度，总得分 =

量表得分 ×1.25；（2）自我效能比较：依据中文版分

娩自我效能量表评价产妇自我效能，其内包括遵医

行为、健康行为、药物治疗、日常行为四大项，每

项采用 0-10 分进行评价，产妇得分越高，提示产妇

自我效能越佳；（3）疼痛比较：依据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评价疼痛程度，该评分法总分 10 分，其中，

重度疼痛计分 8-10 分，中度疼痛计分 4~7 分，轻度

疼痛计分 1~3 分，无痛计 0 分；（4）生活质量比较：

采用简明健康测量量表 SF-36（SF-36）评价产妇生

活质量，其内包含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活力、

健康变化 9 大维度 36 小项，每项计分 1~5 分，得分

越低提示产妇生活质量越差；（5）记录并对比两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文中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值进行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x±s）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产妇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较

干预前及对照组产妇评分水平低，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SAS评分、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n=51） 干预前 65.33±8.05 67.68±8.31

干预后 45.88±4.21△ 45.79±4.11△

观察组（n=52） 干预前 65.41±8.10 67.71±8.28

干预后 29.33±2.15△▲ 30.11±1.78△▲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自我效能比较

两组产妇干预后遵医行为、健康行为、药物治

疗、日常行为评分均显著提升，相较于对照组，观

察组产妇提升的幅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2.3　疼痛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 72h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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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3.85％明显低于

对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

见表 5。
表5　两组产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尿潴留 便秘
产后 
出血

下肢深静
脉血栓

腹胀 合计

对照组 51 3（5.88） 2（3.92）1（1.96） 1（1.96） 2（3.92）9（17.65）

观察组 52 1（1.92） 1（1.92） 0 0 1（1.92）2（3.85）*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1410，*P=0.0234<0.05。

3　讨论

产妇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及生理应激，

进而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初产妇表现尤为明

显［3］。负性情绪的出现会明显降低初产妇的幸福感

及喜悦感，引起产妇的注意力转移，进而导致术后

疼痛更为明显，不利于产妇的术后康复，降低产妇

的生活质量［4］。因此，积极有效的消除初产妇的焦

虑抑郁负性情绪，对于促进产妇术后康复，提升产

妇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常规产妇干预的重点在于术前、术中、术后对

生产过程的干预，对于产妇自身的关注较少，干预

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

床医学模式已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转变［5］，常规干预模式内亦加入心

理干预等措施，有效提升对患者负性情绪的干预效

果。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干预后 SAS、SDS 评分均

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患者的遵医行为、健康行为、

药物治疗、日常行为评分均明显提升，证实围术期

干预应用于初产妇剖宫产中的有效性。但是观察组

干预后各项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且患者的

术后 VAS 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SF-36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

规干预模式基础上联合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能够

更为有效的提升初产妇的自我效能，消除焦虑抑郁

负性情绪，减少术后并发症，提升产妇生活质量。

临床分析认为，常规围术期干预虽增加了心理干预，

但是干预程度并不深入，仅以鼓励为主，对于患者

的情绪并未随时监督，对于干预效果也未进行明确，

干预效果不理想［6］。连续性心理及行为干预内使患

者实时接收剖宫产知识，增加产妇的自信心，激发

产妇潜能，更利于负性情绪消除［7］。错误的认知与

负性情绪的滋生有着重要关联，通过情绪理性方案

的介入，明确患者认知情况，依据患者的认知程度

讲解孕产及剖宫术过程，使产妇了解术前、术中、

术后易出现的问题及处理对策，加强产妇对分娩知

识的掌握，纠正产妇错误认知，提升产妇面对困难

时的决心，促使产妇信心及正确认知建立，更利于

不良情绪的消除。音乐放松训练作用于机体后能够

通过放松身体，促进产妇心理松弛的效用，同时能

够通过激发中枢对情绪的感知，加强控制自身感觉，

转移产妇注意力，缓解应激反应，调节产妇情绪的

效用［8］。通过抚触按摩，将正性的刺激信号温和的

传导至中枢神经，更利于产妇情绪好转，同时有效

提升产妇安全感及幸福感［9］。郭瑛［10］等学者研究证

实，对 51 例剖宫产初产妇应用心理行为干预能够有

表2　两组产妇自我效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遵医行为 健康行为 药物治疗 日常行为

对照组（n=51）干预前 5.11±0.91 4.89±0.88 4.77±0.95 5.05±0.88

干预后 7.80±0.59△ 7.61±0.61△ 7.19±0.55△ 7.22±0.36△

观察组（n=52）干预前 5.09±0.88 4.92±0.91 4.79±0.96 5.08±0.92

干预后 9.66±0.20△▲9.58±0.18△▲9.02±0.21△▲9.39±0.09△▲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产妇术后72h 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72h VAS评分

对照组 51 3.99±0.91

观察组 52 1.91±0.63*

注：与对照组比较，t =13.4629，*P=0.0000<0.05。

2.4　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产妇术后 SF-36 各项评分均明显较对照组

产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4。

表4　两组产妇术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51） 40.03±1.55 15.31±1.99 7.28±0.29 19.88±2.01 8.01±0.61 10.56±1.02 20.57±1.17 14.28±1.57 3.01±0.13

观察组（n=52） 48.70±0.88* 18.93±0.22* 9.05±0.17* 23.11±0.35* 9.13±0.11* 13.71±1.01* 23.95±1.03* 18.93±0.58* 4.63±0.1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下转第 95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