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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在产前焦虑患者中的应用

李雪芹 、 陈晓芳 、 张菲霞 、 石　娜

【摘要】目的　探究正念减压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产前焦虑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5 月～2019 年 2 月就诊的产前焦虑患者 94 例，分为两组，各 47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

组于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正念减压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产后出血量、新生儿阿

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及干预前后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STAI）、焦虑自评量表（SAS）、应对方式问

卷（TCSQ）、简化版分娩自我效能量表（CBSEI-C32）评分。结果　干预前两组各项指标没有差异，

干预后观察组 STAI、SAS 评分较对照组低（P< 0.05）；干预后观察组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

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结果期望、自我效能期望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产后出血量对照组低，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较对照组高（P< 0.05）；观

察组护理满意度 93.62％较对照组 74.47％高（P< 0.05）。结论　正念减压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可以降

低产前焦虑患者的焦虑程度，改变其应对方式，改善其分娩结局，提高其自我效能水平及护理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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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in prenatal anxi-
ety patients　　LI Xueqin，CHEN Xiaofang，ZHANG Feixia，et al. Shangqiu Traditional Medicine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

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prenatal anxiety patients. Methods  From May 2017 to February 2019，94 cases of prenatal 

anxiet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4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mindfulness decom-

press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Nursing satisfaction，

postpartum hemorrhage，newborn Albert's score，exclusive breastfeeding rate，State-Trait Anxiety Scale（STAI），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and simplified delivery self-efficacy scale（CB-

SEI-C32）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STAI and SAS scores of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positive coping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negative coping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results expectation，self-efficacy expectation score and total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mount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The feeding rate was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

trol group（P<0.05），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62％ higher than 74.47％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

vention can reduce anxiety，change coping styles，improve delivery outcomes，and improve self-efficac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prenatal anxiet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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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给女性带来明显的心理、生理变化［1-2］。常

常导致妊娠孕妇（尤其妊娠末期）产生焦虑情绪 ［3］。

过度的焦虑情绪对产妇正常分娩产生不良影响，易

引起胎儿窘迫、早产、新生儿窒息、产后出血等并

发症，严重威胁母婴安全［4-5］。因此，减轻孕妇的焦

虑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我院产前焦虑患

者 94 例，探究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应用

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选取 2017 年 5
月～2019 年 2 月产前焦虑患者 94 例，根据入院顺序

分组，各 47 例。对照组年龄 21～35 岁，平均年龄

（27.63±3.08）岁，孕周 37～41 周，平均孕周（39.12
±0.43）周，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6 例，中学 21
例，大学及以上 10 例，产次 0～2 次，平均产次（1.18
±0.32）次；观察组年龄 20～36 岁，平均年龄（27.92
±3.10）岁，孕周 37～41 周，平均孕周（39.25±0.47）
周，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5 例，中学 23 例，大学

及以上 9 例，产次 0～2 次，平均产次（1.21±0.34）

次。两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50
分；胎儿足月并胎位正常；患者知情并签署承诺书。

（2）排除标准：妊娠期糖尿病；子痫前期；言语表达

缺陷；严重认知障碍；心脑血管疾病；多胎妊娠。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给予常规心理

安抚、健康教育，嘱产妇多听轻音乐，以减轻紧张、

焦虑感。

1.3.2　观察组  于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正念减压

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预。（1）正念减压疗法：满孕

28 周开始，2 次 / 周，30min/ 次，持续 5 周。由助产

士担任指导者，发放指导手册，并讲解正念减压原

理、方法，指导产妇进行练习。①身体扫描。平卧

位，嘱产妇闭眼、保持身体放松，根据音频引导，

依序觉察身体不同位置感受（从脚趾开始，依次向

上，至头顶结束），并告知产妇客观用心体会，建立

有效的身心联系。②正念呼吸。取坐位，嘱产妇感

受呼吸空气通过鼻端的气流，当任何情绪、不适、

杂念出现时，引导其不作主观评价（仅客观觉察），

体会思维的游移、身体的感受，将注意力缓缓引回

到腹部的起伏上。③正念冥想。嘱产妇体会脑海中

情绪、思维、冲动、念头等生成、消失的过程，引

导其客观地接纳，不排斥、不批评，使其从容地应

对妊娠应激。④正念内省。耐心感觉内在身体、心

灵，允许任何情绪、身体感觉、想法波动，而忽视

它们。（2）认知行为干预。满孕 28 周开始，2 次 / 周，

40min/ 次，持续 5 周。①建立正确分娩认知。与产

妇进行深入访谈，对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给

予针对性的信息支持（健康教育手册、电子录像等

方式），使其认识到分娩为正常生理活动，缓解其不

确定感、紧张焦虑水平。②应对方式指导。指导产

妇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应激源，并嘱咐家属多给予产

妇支持、安慰，充分利用家庭支持系统缓解分娩应

激。③行为训练。以呼吸调节、生物反馈疗法等对

产妇进行渐进性放松训练，以产生拮抗应激反应的

生理、心理效果，40min/ 次，2 次 /d。

1.4　观察指标  

（1）干预前后以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STAI）、

SAS 评估两组焦虑程度，分数越高，焦虑越严重；

（2）干预前后以应对方式问卷（TCSQ）评估两组应

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以分高为优）、消极应对

（以分低为优）；（3）干预前后以简化版分娩自我效

能量表（CBSEI-C32）对两组自我效能水平进行评

估，包括结果期望、自我效能期望，各 16 个条目，

10 级评分，自我效能水平与评分正相关；（4）对比

两组产后出血量、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

（5）护理满意度。自行设计评分量表，满分 100 分，

90~100 分、75~89 分、60~74 分、＜ 60 分分别为非

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将非常满意、满意、

较满意计入满意度。

1.5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TAI、SAS 评分对比

STAI、SAS 干预前，两组无差别，干预后观察

组 STAI、SAS 评分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1。

2.2　两组 TCSQ 评分对比

TCSQ 干预前，两组无差别，干预后观察组积

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 CBSEI-C32 评分对比

CBSEI-C32 干预前，两组无差别，干预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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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产后出血量、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

乳喂养率对比

产后出血量、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  

观察组产后出血量对照组低，新生儿阿氏评分、纯

母乳喂养率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4。
表4　两组产后出血量、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对比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量

（ml）
新生儿阿氏评

分（分）
纯母乳喂养率

n（％）

观察组 47 149.36±24.51 9.35±1.02 40（85.11）

对照组 47 173.28±27.84 8.19±0.63 29（61.70）

t /χ2 4.421 6.633 6.594

P ＜0.001 ＜0.001 0.010

2.5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3.62％较对照组 74.47％高

（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7 28（59.57）10（21.28） 6（12.77） 3（6.38） 44（93.62）

对照组 47 14（29.79）11（23.40）10（21.28）12（25.53）35（74.47）

χ2 6.425

P 0.011

3　讨论

分娩对孕妇产生强烈应激，导致不同程度的焦

虑情绪，不利于母婴安全［6-7］。随着生物 - 社会 - 心

理医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对护理人员提出更高的要

求，患者的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也是护理重要工

作内容［8］。正念为一种觉知力，其核心思想为关注当

下，且对所有观念均不作评价［9］。正念减压疗法为

以正念为基础的自我心理调节方法，可有效加强情

绪管理，缓解个体压力［10］。认知行为干预通过改变

个体不恰当认知，以缓解应激导致的负性心理、行

为障碍［11］。本研究发现：干预后观察组 STAI、SAS 评

分较对照组低（P<0.05）。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

知行为干预应用于产前焦虑患者，可降低焦虑程度。

可能的原因在于：（1）正念减压疗法为自我控制训

练，使患者在放松的状态下产生认知重建，进而使

其自我控制感不断增强，提高对情绪的控制力，缓

解焦虑情绪；（2）认知行为干预对患者最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解，给予针对性的信息支持，改善不良认知，

教会其面对应激的应对策略，进而减轻焦虑情绪。

自我效能指以自信的理念看待个体应对压力的能

力［12］。产前焦虑患者知觉压力较大，严重影响自我效

能感。正念减压疗法通过认知、情绪调节、注意等共

同作用，使患者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内在体验，避免陷

表1　两组STAI、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TAI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43.58±10.17 32.54±7.61a 57.62±4.08 47.61±2.09a

对照组 47 42.82±9.76 37.09±7.75a 56.81±3.97 51.72±3.15a

t 0.370 2.872 0.976 7.454

P 0.713 0.005 0.332 ＜0.001

注：与同组干预前相比，aP<0.05

表2　两组TCSQ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31.27±5.18 45.56±4.13a 38.79±8.65 24.42±6.13a

对照组 47 31.39±5.32 36.25±5.48a 39.24±9.10 33.35±6.39a

t 0.111 9.301 0.246 6.914

P 0.912 ＜0.001 0.806 ＜0.001

注：与同组干预前相比，aP<0.05

表3　两组CBSEI-C32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结果期望 自我效能期望 总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91.28±16.49 131.47±12.39a 86.59±16.38 129.61±10.69a 177.87±19.35 261.08±24.38a

对照组 47 92.51±17.18 108.26±14.38a 87.43±15.94 103.53±12.64a 179.94±20.18 211.79±26.59a

t 0.354 8.383 0.252 10.801 0.508 9.367

P 0.724 ＜0.001 0.802 ＜0.001 0.613 ＜0.001

注：与同组干预前相比，aP<0.05

组结果期望、自我效能期望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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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盲目的反应模式，以降低知觉压力，提高自我效能

感。认知行为干预通过给予患者充分的信息支持，纠

正其不良认知，减轻其面对分娩的不确定感及焦虑水

平，以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应激源，并充分发挥家庭

支持系统的作用，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本研究结

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积极应对评分、CBSEI-C32 评

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应用于产前焦虑

患者，可改善应对方式，提高自我效能水平。

焦虑可引起大脑、内脏平衡失调，使产妇动脉

收缩，胎儿供氧不足，且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分泌

减少，使宫缩减弱，增加产后出血量，同时可直接

作用于大脑皮质，抑制催乳素分泌，影响乳汁生成、

排出。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产后出血量对照组

低，新生儿阿氏评分、纯母乳喂养率较对照组高

（P<0.05）。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应

用于产前焦虑患者，可降低焦虑程度，改善分娩结

局。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较对照

组高（P<0.05）。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

预应用于产前焦虑患者，可提高护理满意度。分析

其原因可能与焦虑缓解、自我效能水平提高等有关。

综上可知，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应用

于产前焦虑患者，可降低焦虑程度，改变应对方式，

改善分娩结局，提高自我效能水平及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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