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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孕不育患者的精神因素及相关心理干预探讨

朱新全 1 、 苏迎春 2 、 李辉洁 1 、 贾玉春 1

【摘要】目的　探讨不孕不育患者的精神因素压力来源的性别差异，建立相关心理干预措施，并

观察其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就诊的不孕不育患者 150 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患者的

情绪状态、抑郁及焦虑情况，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进行心理干预）、对照组（进

行常规护理），均为 75 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满意度及受孕成功率情况。结果　男性主

要以疲乏、愤怒、外向性刺激为主，与女性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 0.05）；女性主要以紧张、压抑、

焦虑、内向性刺激为主，显著高于男性分值（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满意度总分（156.74±

29.46）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总分（140.37±20.14）分（t = -4.167，P= 0.000），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受孕成功率为 77.33％（58 例），对照组治疗后受孕成功率为 61.33％（46 例）；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χ2=4.515，P= 0.033）。结论　不孕不育对于不同性别产生的精神因素的压力来源不同，对于不

同性别患者需要区别其压力来源，建立合理的心理干预机制有助于患者获得主观幸福感以及良好的

受孕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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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fertility patients and rela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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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stress sources of mental factors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to establish rela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and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s. Methods  Se-

lected150 infertility patients from our hospital to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status，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the pati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divided them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dthe control 

group（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erical table method，75 patientsfor each group，and 

compared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ccess rate of concep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male we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fatigue，anger and extroversion，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

pared with the female（P<0.05）. The female were mainlycharacterized by stress，depression，anxiety and introver-

sion，and th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male（P<0.05）.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56.74±29.46）points vs

（140.37±20.14）points］（t = -4.167，P=0.000）. Thesuccess rates of conception after treatment were 77.33％（58 

cases）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1.33％（46 cases）in the control group，so the success rate of conception in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the control group（χ2= 4.515，P=0.033）. Conclusion  Infertility 

had different sources of stress on mental factors of different genders. For pati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it wa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sources of stress and establish reasonabl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so as to help patients 

to obt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good success rate of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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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是涉及患者个人隐私、造成家庭矛盾、

社会问题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疾病。患者多伴有不同

程度的心理压力及生育生活质量下降，主观幸福感

较差［1］。有研究表示，不孕不育感受到来自社会、

家庭的压力越多，其主观的幸福感越低，不孕不育

的治疗过程又相对繁琐，患者极容易采取消极的应

对方式［2-3］。为了明确不孕不育患者的精神因素的压

力来源的性别差异，建立健全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

本院对就诊的不孕不育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随访，并

对观察组进行心理干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就诊的不孕不育患者 150 例，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

康量表测查），纳入标准：①符合 WHO 关于不孕不

育的相关诊断标准；②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定

知情同意书；③符合社会伦理学要求；排除标准：①

患有研究心、肾、肝脏功能损伤性疾病；②患有精

神性疾病、社会依从性差；包括男 76 例、女 74 例，

年龄 26～37 岁，平均年龄（29.34±3.17）岁，结婚

时间 2～14 年，平均结婚时间（6.73±3.74）年；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为 75
例，观察组中包括男 40 例、女 35 例，年龄 27～37
岁，平均年龄（30.14±3.17）岁，结婚时间 3～14 年，

平均结婚时间（6.53±3.73）年；对照组包括男 39 例、

女 36 例，年龄 26～36 岁，平均年龄（28.95±4.05）

岁，结婚时间 2～13 年，平均结婚时间（6.82±4.14）
年，两组患者比较性别、年龄、结婚时间无显著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及干预方法

1.2.1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主要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情绪状态量表

（POMS）、抑郁和焦虑量表（IDA），量表由两名专业

心理医学专业医师进行评定，统计不同性别的患者

的抑郁、焦虑、情绪状态差异。再将入组患者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比患者的主观幸福感及

预后受孕成功率。

1.2.2　心理干预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健康宣教

及一般心理疏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为期

6 个月的系统性心理干预，具体如下：（1）入院时，

由专科护士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健康教育，

包括疾病病因、症状、治疗、用药方法、药物不良

反应等，并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初步评估，与患者

积极沟通，鼓励患者诉说内心担忧，并予以有说服

力的解释及肯定保证，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对

未来充满希望；（2）每周六上午 9：30，组织专家健

康教育讲座或病友分享会，邀请医师及心理专家对

患者及家属予以系统化的知识宣教及心理干预，鼓

励患者与家属积极交流，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减轻

心理压力，缓解负性情绪，强调心理因素对疾病康

复的重要性，向患者介绍自我放松疗法，使其可以

进行自我调节，告知如何控制情绪，强化其心理应

激能力，确保每位患者 6 个月内参加至少 6 次；（3）

每月定期电话随访 1 次，对患者病情及心理状态予

以密切关注，根据患者情况予以一对一的健康教育

及心理疏导，建议患者加强自查意识及保健护理，

帮助患者树立科学的生育观；并督促患者家属加强与

患者的交流，避免因家庭压力造成病情进一步加重；

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必要时由心理咨询

师通过单独谈心的方式予以积极心理支持，帮助患

者建立积极心态。

1.3　评价标准  

POMS 量表包括 7 个情绪指标，5 个负性情绪指

标（紧张、压抑、疲乏、慌乱、愤怒）分值以百分制

表示；IDA 含有 18 个项目，以焦虑、抑郁、内向性

及外向性刺激等方面，两个量表分值越高代表患者

的不良情绪越突出。生活满意度，采用 SWLS 测量

不孕不育患者的主观幸福感，其包含 5 个条目，采

用 7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1.4　观察指标 

患者治疗后受孕成功率。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excel 表格，运用 SPSS19.0 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经方差分析，

组间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孕不育患者的负性情绪比较 

经统计男性主要以疲乏、愤怒、外向性刺激为

主，且与女性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女性主

要以紧张、压抑、焦虑、内向性刺激为主，且显著

高于男性分值（P<0.05），详见表 1。

2.2　干预前后患者主观幸福感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分（156 .74±29 .46）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总分（140 .37±20 .14）分

（P<0.01），两组治疗前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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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治疗前后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详见

下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主观幸福感（SWLS）量表评分比较［分，x±

s］

组别 例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75 137.35±37.28 140.37±20.14 -7.264 0.037

观察组 75 138.94±36.47 156.74±29.46 -6.712 0.004

t 7.346 -4.167

P 0.067 0.000

2.3　患者预后受孕成功率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受孕成功率为 77.33％（58
例），对照组治疗后受孕成功率为 61.33％（46 例）；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χ²=4.515，P=0.033）
3　讨论 
不孕不育不仅对患者本人、配偶存在影响，甚

至会对整个家族产生影响［4］。随着环境污染、工作压

力、婚前性行为、人工流产等因素影响其发病率逐

年升高，在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已经高达

25％［5-6］；不孕不育患者除了需要承担治疗痛苦，还

要承担失败后所引起的紧张、焦虑、还有家族内部的

关心以及社会上的环境压力，令患者本人心理负担加

重，而不良心理环境会影响患者生育功能，而对于

不同性别的患者的精神压力类型会有所不同［7-8］。了

解性别差异能够对患者心理因素缓解有的放矢［9-10］。

本研究表明，男性主要以疲乏、愤怒、外向性

刺激为主，女性主要以紧张、压抑、焦虑、内向性

刺激为主；这与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分工及家庭责任

有关，尤其是女性，周围人多会关注患者婚恋、子

女情况，无形中为患者制造了心理压力的刺激环境，

女性的生理及性格特点直接决定了患者多以紧张、

压抑、焦虑的负性情绪为主，而男性以工作环境及

父母对其影响为主，传统的传宗接代会造成其产生

外向性刺激，男性的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与女性不同，

且性格多以阳刚为主，对于‘绝后’这一面子问题

更为看重，所以对于男性患者缓解疲乏、稳定情绪、

减少刺激环境为主［11-12］；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幸福感量

表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通过心理干预措施，患者

的压力得以疏导，缓解了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和负性

情绪，增加了患者的主观幸福感［13］；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受孕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研究表示，负

性情绪容易造成患者生育功能下降，而心理干预能

够调整患者情绪，情绪稳定患者的生育功能得以恢

复，受孕成功率自然提升［14］。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

足之处，本研究的研究时间、样本数量均有限，导

致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后续可延长时间、

扩大样本量获得更有代表性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不孕不育对于不同性别患者产生的

精神因素的压力来源不同，对于不同性别患者需要

区别其压力来源，建立合理的心理干预机制有助于

患者获得主观幸福感以及良好的受孕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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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孕不育患者的负性情绪比较［分，x±s］

性别 例数
POMS IDA

紧张 压抑 疲乏 慌乱 愤怒 焦虑 抑郁 内向性刺激 外向性刺激

男（不孕） 76 60.31±4.71 57.32±7.71 57.31±4.67 64.30±4.51 70.31±6.52 6.31±2.03 7.11±0.71 5.71±0.89 5.41±1.14

女（不育） 74 71.12±3.71 61.32±3.71 50.31±4.51 65.03±6.34 60.36±403 7.28±1.54 7.26±0.49 7.81±1.34 6.01±1.49

t -3.748 -3.945 6.712 7.794 6.745 -3.745 5.712 -4.197 -6.749

P 0.001 0.000 0.003 0.054 0.000 0.034 0.057 0.008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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