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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孕妇妊娠期抑郁症对其体质量和妊娠结局的影响

马　晓

【摘要】目的　探讨高龄孕妇妊娠期抑郁症对体质量增长和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6 月我院高龄孕妇 207 例，其中合并妊娠期抑郁症者 30 例为研究组，未合并妊娠期

抑郁者 177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孕期体质量增长、妊娠结局（分娩方

式、产妇并发症、新生儿结局）。结果　研究组 SDS 评分（59.83±4.06）分高于对照组（42.36±4.28）

分（P< 0.05）；研究组孕期体质量增长（8.69±1.82）kg 低于对照组（11.98±2.04）kg（P< 0.05）；两组

胎盘早剥、新生儿感染、低体质量新生儿、产钳助产、吸引产发生率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研

究组产后出血 16.67％、胎膜早破 13.33％、血压升高 10.00％、新生儿窒息 13.33％、新生儿低血糖

23.33％、早产儿 16.67％、剖宫产发生率 16.67％，均高于对照组，自然分娩发生率 66.67％则低于

对照组（P< 0.05）。结论　高龄孕妇妊娠期抑郁症会减少孕期体质量增长，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风险，应及时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确保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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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growth of body mass and pregnancy outcome in elderly 
pregnant women　　MA Xiao. Recovery Unit，Henan Provincial Hospital，Zhengzhou 4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egnancy depression on the growth of body mass and preg-

nancy outcome in elderly pregnant women. Methods　From May 2018 to June 2019，207 elderly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of which 30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depression were included as the study group，and 177 

patients without pregnancy depression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and pregnancy outcomes（birth style，maternal complications，and neonatal out-

comes）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59.83±4.06）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42.36±4.28）（P<0.05）. The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8.69±1.82）k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1.98±2.04）kg（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placental abruption，neonatal infection，low body weight neonates，forceps assisted la-

bor，and attraction lab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In the study group，16.67％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13.33％ of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the blood pressure increased by 10.00％，13.33％ of neonatal asphyxia，

23.33％ of neonatal hypoglycemia，16.67％ of preterm infants，and 16.67％ of cesarean section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incidence of spontaneous labor was 66.67％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in elderly women can reduce the growth of body mass during pregnancy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therefore，clinical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time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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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二孩”政策开放，高龄孕

妇逐年增加。妊娠期抑郁症是妊娠期常见精神疾病，

2018 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围产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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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指南数据显示，美国孕妇约 9％符合相关抑郁症

诊断标准［1］。报道显示我国妊娠期抑郁症发病率为

7.5％～10％，高龄孕妇妊娠抑郁症的几率更高［2］。

其主要表现为厌食、睡眠习惯改变、乏力、注意力

下降等，致使产妇体质量增长缓慢，胎儿营养物质

吸收减少，生长发育受限，同时增加围产期产妇并

发症发生风险。本研究以我院高龄孕妇 207 例为研

究对象，旨在分析高龄孕妇妊娠期抑郁症对体质量

增长和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6 月我院高龄孕妇

207 例，其中合并妊娠期抑郁症者 30 例为研究组，

未合并妊娠期抑郁者 177 例为对照组。（1）纳入标

准：年龄 35~45 岁，均为单胎妊娠；签署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孕前抑郁症；孕前营养不良；妊娠期

糖尿病；合并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现场调查法，入院待产时由同一组

护士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与孕妇交流，以问卷形式收

集资料：（1）一般资料：年龄、孕周、孕前体质量指

数（Body mass index，BMI）、孕妇类型（经产妇、初

产妇）、文化程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孕期体质量增长；（2）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3］评估两组抑郁情绪，共 20 个

项目，包括精神性 - 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

动性障碍、抑郁性心理障碍四个维度，20 个项目各

项分数相加得总粗分，然后将粗分乘以 1.25 取整数

部分得标准分，分值范围 0~100 分，以 53 分为分界

值，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

73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分值越低状态越好。（3）统计

两组分娩方式、产妇并发症、新生儿结局。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一般资料；（2）比较两组 SDS 评

分；（3）统计对比两组妊娠结局。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检

验，u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两组年龄、孕周、孕前 BMI、孕妇类型、文化

程度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孕期体质量增长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一般资料 研究组（n=30） 对照组（n=177） t/χ2/u值 P值

年龄（岁） 39.64±1.78 39.21±2.01 1.100 0.272

孕周（周） 35.27±2.41 34.81±2.80 0.848 0.398

孕前BMI（kg/m2） 22.03±1.39 21.49±1.84 1.534 0.127

孕妇类型 经产妇 8（26.67） 45（25.42）
0.021 0.885

初产妇 22（73.33） 132（74.58）

文化程度 小学 5（16.67） 27（15.25）

0.114 0.909
初中 7（23.33） 40（22.60）

高中 8（26.67） 52（29.38）

大专及以上 10（34.33） 58（32.77）

孕期体质量增长（kg） 8.69±1.82 11.98±2.04 8.289 ＜0.001

2.2　SDS 评分 

研究组 SDS 评分（59.83±4.06）分高于对照组

（42.36±4.2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0.821，

P<0.001）。

2.3　妊娠结局 

两组胎盘早剥、新生儿感染、低体质量新生

儿、产钳助产、吸引产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研究组产后出血 16.67％、胎膜早破

13.33％、血压升高 10.00％、新生儿窒息 13.33％、

新生儿低血糖 23.33％、早产儿 16.67％、剖宫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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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妊娠期发生女性角色转变及激素水平变化等均

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致使患者容易出现抑郁情

绪。妊娠期抑郁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阐明，主要

与遗传、神经内分泌变化、神经递质调节、免疫系

统、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有关［4-5］。而高龄产妇由

于错过最佳生育期，风险更高。既往研究提示妊娠

期妇女心理问题需要关注［6］。

高龄孕妇机体器官功能发育活跃程度降低，血

管弹性下降，从而导致胎儿营养供应及发育受到

影响［7］。本研究发现，研究组孕期体质量增长低

于对照组（P<0.05）。其原因可能在于，妊娠期抑

郁症患者抑郁情绪会导致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ine，HPA）及相应

激素分泌失调，减少机体内儿茶酚胺含量，干扰孕

妇摄入营养物质，导致其体质量增长减缓。母体营

养是胎儿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同时影响胎儿神经

及器官发育，妊娠期因母体组织增长、胎儿生长发

育需求，孕妇需增加能量、营养素的摄入量，尤其

是妊娠中晚期，孕妇体质量增长不足会导致胎儿生

长发育受限，加之胎儿与母体的营养竞争，会进一

步加重孕妇营养不良，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8-9］。

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产后出血、胎膜早破、血压

升高、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早产儿、剖宫

产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自然分娩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妊娠期抑郁症者负反馈调节障碍，神经

内分泌功能失调，影响胎盘供血、供氧，抑制营养

物质交换，进而影响胎儿正常生长发育；同时抑郁情

绪也会导致孕妇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肺内气体交

换障碍，从而造成子宫肌供氧不足，宫缩乏力，易

引起新生儿窒息，且会导致转剖宫产、产后出血等，

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10-12］。因此，对于合并

妊娠期抑郁症高龄产妇，需加强对产妇、胎儿健康

监测，指导孕妇增加营养摄入，适当增加运动，及

时进行心理干预，并鼓励家人关心孕妇，缓解产妇

抑郁情绪，改善妊娠结局。

综上，高龄孕妇妊娠期抑郁症会减少孕期体质

量增长，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临床应及时

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确保母婴健康。本研究样本

量较小，后续还要扩大样本，进一步探讨高龄孕妇

妊娠期抑郁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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