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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疗法对产后抑郁初产妇的自我效能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陆小丽 、 李瑞瑞 、 许莹莹 、 吴凤琳 、 马亚华 、 任高祥

【摘要】目的　探讨森田疗法对产后抑郁初产妇的自我效能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产后抑郁的 83 例初产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41 例）采用常规心理干预，观察组患者（42 例）采

用森田疗法进行干预。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GSES、SCL-90、PSQI、HAMD 评分。结果　

干预 2、4、8 周后，两组患者的 GSES 评分逐渐升高 HAMD、SCL-90、PSQI 评分逐渐降低（P< 0.01）；

且观察组 G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HAMD、SCL-90、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森

田疗法能够有效改善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提升自我效能，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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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orita therapy on self-efficacy and sleep quality of primipara with postpartum depressed 
　　LU Xiaoli，LI Ruirui，XU Yingying，et al. Zhouk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Zhoukou 
4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orita therapy on self-efficacy and sleep quality of primipara 

with postpartum depressed. Methods　A total of 83 primipara with postpartum depress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42 cases）received Morita ther-

apy，control group（41 cases）received conven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2，4，and 8 weeks of interven-

tion，the scores of GSES，HAMD，SCL-90，and PSQI in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gradually（P<0.01）. The GSE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HAMD，SCL-90 and 

PSQI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orita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and enhance self-efficacy of the primipara with postpartum depressed，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Morita therapy；Primipara；Postpartum depression；Self-efficacy；Sleep quality

 妊娠是育龄期妇女必经的生理过程之一，由于

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多重刺激，患者极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剖宫产是临床上常用的生育方式

之一，手术作为刺激源更易促使患者负面情绪滋生，

最终导致产后抑郁的发生［1］。初产妇由于首次经历

这一事件，产后抑郁发生率更高，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及睡眠质量等均造成严重影响，是临床急需解决

的难题之一［2］。心理治疗是临床治疗剖宫产后抑郁

症的常用方法，但存在干预时间长，短期内干预效

果不理想的缺点，甚至会提升患者治疗时的抵触心

理，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森田疗法是临床上治疗

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案，有研究指

出［3］，其对于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本研究旨在探讨森田疗法对产后抑郁初产妇的

自我效能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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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产后抑郁的 83 例初产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均为初产妇，且为单胎者；符合剖宫产手术指

征；患者认知功能正常，对研究内容知情且自愿参

与本研究；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

17 分。排除标准：认知功能障碍者；既往精神病史

者；入组前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该研究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同意。依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

照组患者 42 例，年龄 23~28 岁，平均年龄（25.53±

1.01）岁；病程 15-33d，平均病程（23.66±2.01）d；

文化程度：小学 3 例，中学 11 例，专科及以上 28 例。

观察组患者 43 例，年龄 24~29 岁，平均年龄（25.49
±1.05）岁；病程 17~32d，平均病程（23.71±2.05）d；

文化程度：小学 4 例，中学 9 例，专科及以上 30 例。

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及病程基线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心理治疗进行干预，与患

者积极沟通，了解患者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及时

进行疏导，必要时由我院专业心理治疗师介入治疗，

30min/ 次，3 次 / 周。

观察组患者采用森田疗法进行干预：（1）小组

组成及森田疗法知识普及，小组成员包括医师 2 名，

护士 2 名，共计 4 名成员，入组成员完全掌握森田

疗法程序及相关知识，经考核满意后方能入组，随

后对组内患者讲解普及森田疗法的治疗程序及原理，

取得患者信任及好感，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2）

森田疗法具体操作：①卧床期，此期的理论基础为顺

其自然，让剖宫产初产妇患者能够接受自身目前的

状况，引导患者体验情感及躯体等不适症状，体验

心境，此期为期 14d，在此期间患者以卧床为主，每

日卧床时间 >12h，周围环境保持安静，禁止探视，

对于需要母乳喂养者提前将奶水挤出放入冰箱备用；

②轻作业期，脱离卧床期，指导患者与外界接触，

关注周围环境，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并逐渐投入

进去，体验成功喜悦，此期为期 14d，给予患者的任

务以轻便简单的任务为主，同时嘱咐患者对自身事

迹进行记录，由医师审阅后定期对患者的行为进行

指导；③重作业期，在第二期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患者

的活动时间及活动量，指导患者不理会情感及躯体

症状带来的不适，反复体验日常生活活动成功带来

的喜悦情绪，逐渐提升患者的勇气及自信心，为期

14d；④恢复期，在前三期基础上，增加外来人员介

入治疗，邀请患者亲朋好友参与治疗，体验森田疗

法，为患者的康复营造良好的环境，加速患者心境

的康复进度，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8 周。 

1.3　观察指标

（1）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评分（GSES）对患者

自我效能进行评估，其内包含解决问题、主动付出

努力、找到方法、达成目标、坚持理想、面对质疑

等 10 项内容，每项采用 0~4 分的 5 级评分法进行评

价，总分 4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自我效能感越强；

（2）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评估患者抑

郁情绪：HAMD 评分内包含自杀、入睡困难、抑郁情

绪、早醒、迟缓、自知力等 17 项内容，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其中总分 >24 分，提示患

者为严重抑郁症，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

（3）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评分（SCL-90）对患者心理

健康水平进行评估：SCL-90 评分内包含 90 条项目，

该研究选取与抑郁相关的 8 项内容进行评价，分别

为抑郁、恐怖、躯体化强迫症状、偏执、人际敏感、

敌对、焦虑、精神病性，每项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

法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心理健康水平越差；（4）
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PSQI）对患者

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PSQI 评分内包其内包含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催眠药物、入睡时间等 7 项内容，

每项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评价，总分 21 分，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睡眠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GSE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GSE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GSES 评分逐

渐升高（P<0.01），且观察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

逐渐降低（P<0.01），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CL-90 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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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CL-90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CL-90 评分

逐渐降低（P<0.01），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GSE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后 干预4周后 干预8周后

对照组 41 13.39±1.11 17.01±1.05* 22.36±1.19* 27.38±1.22*

观察组 42 13.41±1.09 23.21±0.88* 28.11±0.71* 35.11±0.09*

t 0.0828 29.1832 26.6531 40.4633

P 0.4671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后 干预4周后 干预8周后

对照组 41 22.31±1.51 20.01±1.16* 18.10±0.88* 16.91±0.35*

观察组 42 22.29±1.49 17.11±0.90* 15.35±0.39* 13.22±0.18*

t 0.0607 12.7431 18.3296 60.1834

P 0.4759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CL-90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后 干预4周后 干预8周后

对照组 41 33.69±1.39 28.29±1.41* 21.03±1.33* 16.39±0.88*

观察组 42 33.71±1.43 23.11±1.20* 16.16±0.70* 11.03±0.31*

t 0.0646 18.0395 20.8016 36.8336

P 0.4743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逐

渐降低（P<0.01），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2周后 干预4周后 干预8周后

对照组 41 18.11±0.99 14.11±0.58* 10.36±0.41* 7.66±0.37*

观察组 42 18.13±1.01 11.38±0.43* 6.65±0.28* 5.01±0.13*

t 0.0911 24.4001 48.2432 43.3240

P 0.4638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在产褥期一种较为常见的心

理障碍，患者临床主要以哭泣、烦躁、悲伤、易激

怒、抑郁、自杀等症状体征为表现，对产妇自身的

身心健康及周围人身安全均有着严重的危害［4］。当

前，临床上对于产后抑郁症的确切发病原因并不明

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研究指出［5］，生物学

方面、社会因素、产妇自身心理因素等均与产后抑

郁症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社会因素中，夫妻

感情关系、经济情况、婴儿的健康及性别等状况均

会诱使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生物学因素中［6］，产妇机

体内黄体酮、雌激素、甲状腺素、皮质类固醇、儿

茶酚胺等水平的变化，均会对脑活动造成影响，促

进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心理因素中，产妇由于

自身性格方面及角色转变过快不适应等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增加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7］。产后抑郁症患

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进一步影响患者自

身的身心健康，加重患者症状表现，不利于疾病转

归［8］，因此，如何能够有效的改善产后抑郁症患者

症状体征，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已成为当前临床急

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9］，初产妇是产后抑郁症的

高发人群，且呈现高文化、低收入的年轻人群发展

趋势，心理治疗是产后抑郁症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

其主要通过疏解患者负面情绪，以达到改善患者抑

郁心境，提升患者睡眠质量的效用。本研究显示，

两组患者干预后 GSES 评分、HAMD 评分、SCL-90
评分、PSQI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改善，提示心理治

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抑郁情绪，提升患者自我效能，

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患者睡眠质量。而观察组

患者干预后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

森田疗法能够更为有效的消除患者抑郁情绪，改善

心理状态，提升睡眠质量。临床分析认为，森田疗

法属于自然疗法的一种，是临床上治疗神经症的一

种特殊疗法，其作用于机体后，能够通过指导患者

行动，引导患者面对现实，激发自身兴趣，提升内

在动力，促进自身不良人格自我矫正，产生治疗效

果［10］。常规心理治疗以疏解不良情绪为主，对于患

者自我效能的影响较少，森田疗法治疗中循序渐进，

在首期主要以引导患者接受病情为主，后续治疗中

引导患者行动，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受成功

的喜悦，提升内在动力，进而进一步提升自我效能

感，形成良性循环。本研究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

者的 GSES 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森田疗法能够更

为有效的提升患者自我效能。睡眠障碍是产后抑郁

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森田疗法的应用能够通过打

破精神交互作用，指导患者顺其自然，接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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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等症状带来的不适感，作为正常感觉对待，不

将注意力过度放在病态症状上，避免彼此促进作用

及精神交互作用形成，患者在接纳睡眠状况后，阻

止思想冲突产生，调节患者对于睡眠的期望值，提

升患者睡眠质量［11］。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PSQI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与既往结论相一致。森

田疗法通过干预患者行为，转变患者思想，指导患

者不过分关注自身症状，而是尽自身最大的努力做

自己能做的事情，将机体内精神 - 神经递质 - 神经

环路打破，改变自身精神能量，稳定患者情绪，促

进患者负面情绪及精神状态改善［12］，而 HAMD 及

SCL-90 评分是目前临床上评估患者抑郁状态及心

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 HAMD 及 SCL-90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证实森田疗法应用于产后抑郁治疗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森田疗法通过引导产后抑郁的初产

妇的行动，改变其行为，激发其内在行动及精神活

动等，治疗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者自我效能，改

善患者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水平，消除患者抑郁情

绪，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贾瑾，周容 . 孕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病学及高危因素［J］. 实

用妇产科杂志，2019，35（4）：241-243.

2. 康笑冰 . 产妇产前孕期营养、焦虑抑郁情绪与产后抑郁

症的相关性分析［J］. 国际护理学杂志，2019，38（17）：

2729-2731.

3. 董建华，王威，王会军，等 . 森田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在

初产妇产后抑郁治疗中的应用［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9，46（03）：509-512.

4. 张春容，梁曼 .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产妇产后疲乏程度及

心理状态的影响［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9，36（8）：

1388-1390，封 3.

5. 张媛媛，戚吉明，许叶涛，等 . 基于发病机制的孕产期抑

郁症预防［J］. 实用妇产科杂志，2019，35（4）：251-253.

6. 李佳钋，乔宠 . 孕产期抑郁症的诊断及鉴别诊断［J］. 实用

妇产科杂志，2019，35（4）：246-248.

7. 李亚利，王胜利 . 森田疗法配合 Orem 自我护理干预对急

性创伤骨折后抑郁患者预后的影响［J］. 实用临床医药杂

志，2019，23（17）：123-126.

8. 张俊峰，戴炜，郭青山，等 . 改良森田疗法治疗焦虑障碍

临床疗效研究［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9，14（8）：

418-420.

9. 刘步平，刘子志，图雅，等 . 近十年国内森田疗法研究

热点的共词聚类分析［J］. 吉林中医药，2019，39（2）：

181-185.

10. 张俊英，张永珍，舒京平，等 . 门诊森田疗法对失眠患

者元担忧、功能失调性睡眠信念与态度的影响［J］. 精神医

学杂志，2017，30（4）：274-277.

11. 赖雄，陈盈，何厚建，等 . 从森田疗法角度探讨如何治

疗心因性失眠［J］. 医学与哲学，2017，38（10）：77-79.

12. 徐萍，钟清玲 . 森田疗法对帕金森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10）：2411-2414.

（收稿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

3.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

管病学组 . 中国急性脑卒中临床研究规范共识 2018［J］. 中

华神经科杂志，2018，51（4）：247-255.

4. 杨玉冰，王祖菊，张莉，等 . 康复指导联合心理治疗对

抑郁症疗效及社会功能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8，45（3）：534-537.

5. 李进民，戴嘉青，谭一言，等 . 抗抑郁治疗对老年脑卒

中后抑郁患者神经功能康复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的影响［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9，21（8）：

848-851.

6. 王艳玲，于光耀，郝延磊 . 卒中后抑郁预防和治疗的行

为干预［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8，27（7）：

666-670.

7. Picchini U，Anderson R . Approximat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using data-cloning ABC［J］. Computational Statis-

tics & Data Analysis，2017，105（6）：166-183.

8. 董建华，王威，王会军，等 . 森田疗法联合文拉法辛在

初产妇产后抑郁治疗中的应用［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9，46（3）：509-512.

9. 邹晓影 . 团体沙盘游戏治疗对胃癌化疗患者身心健康的影

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10）：1496-1500.

（收稿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上接第 60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