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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对不孕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董亚娜 1，2 、 郭宝中 2 、 侯晶晶 2 、 唐亚辉 2 、 袁振英 3

【摘要】目的　分析不孕症患者应用正念减压疗法治疗后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变

化。方法　将我院 89 例不孕症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4 例给予常规心理治疗，

观察组 45 例增加正念减压疗法联合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改

变，和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SAS、PSQI、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能够有效缓解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

升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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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DONG Yana，GUO Baozhong，HOU Jingjing，et al. Yellow Riv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anxiety，depression，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in-

fertile patients treated with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 Methods　89 infertilit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group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psychotherapy，4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ed with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therapy，and the anxiety，depression，

Changes in sleep quality and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AS，PSQI，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 de-

compressio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infertility patients，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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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孕症发病率约为 15％［1］，对患者的身心

健康及家庭生活均造成严重影响，已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重点之一。多数不孕症患者伴有焦虑、抑郁情

绪，对临床治疗及患者工作生活均造成严重影响［2］。

目前针对患者的不良情绪多采用心理治疗，主要通

过专业的心理医师疏解患者不良情绪，但是，心理

治疗疗程较长，整体治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正念

减压疗法是一种新型的心理训练疗法，主要通过建

立正念思想，改善患者的态度，调节患者身心健康。

本研究旨在观察正念减压疗法应用于不孕症患者中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89
例不孕症患者，经腹腔镜、阴道 B 超、妇科检查、

输卵管通畅度检查等检查确诊符合不孕症的诊断标

准［3］，纳入患者认知功能正常，对研究内容知情，

自愿参与，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

除因伴侣导致的不孕，既往精神病史或失眠障碍者，

依从性差不能够配合治疗者，入组前应用抗精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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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4
例，年龄 25～35 岁，平均（30.03±1.13）岁；不孕

年限 1～6 年，平均（3.35±051）年；不孕类型：继发

性不孕 16 例，原发性不孕 28 例；文化程度：中学及

以下 6 例，专科及以上 38 例。观察组 45 例，年龄

26～36 岁，平均（30.08±1.15）岁；不孕年限 1～7
年，平均（3.41±049）年；不孕类型：继发性不孕 18
例，原发性不孕 27 例；文化程度：中学及以下 8 例，

专科及以上 37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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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心理治疗，由我院心理医

师对患者进行治疗，30min/ 次，1 周 / 次；观察组患

者增加正念减压疗法，（1）成立正念小组，入组成

员共计 5 人，均为取得心理咨询证的专业人员，且

从业年限 >5 年，所有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2）

训练方法，①第一周，以讲解为主，对患者普及正

念减压疗法的定义，训练目的、内容及对疾病的影

响，使患者了解心态对于训练的重要性，指导患者

进行正念呼吸等基础训练，2h/d，连续进行 7d；②

2～4 周，以思想冥想及身体扫描回顾为主，引导患

者关注当下，明确不良情绪出现的原因及对生活的

影响，逐渐接纳情绪及疾病，通过身体扫描回顾引

导患者进行正念瑜伽训练，训练时融入情绪，并逐

渐转变为正念情绪，30～60min/ 次，1 次 /d；③ 5～6
周，第 5 周进行正念倾听、正念呼吸、正念思维训

练，30min/ 次，1 次 /d，第 6 周以回顾总结为主，解

决训练中的问题，并指导患者将正念理念融入自身

生活，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6 周并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情绪：依据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价患者焦虑情绪，SAS

评分包含 20 项内容，可分为四大维度，每项采用

1～4 分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以 50 分为分界线，

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其中总分 <50
分提示患者无焦虑情绪存在；（2）抑郁情绪：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评分（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评价抑郁情绪变化，SDS 评分包含 4 大维度 20 项

内容，总分 100 分，>50 分提示患者存在抑郁情绪，

<50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3）睡眠质量：依据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价睡眠质量变化，PSQI 评分包含 7
大项，每项采用 1～3 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

患者睡眠质量越差；（4）生活质量：采用健康调查

简表评分（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

SF-36）评价生活质量变化，SF-36 评分内包含 36 项

内容，可分为 9 大维度，分值范围 0～180 分，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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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情绪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均较观察组患者水

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心情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运动性紧张 混合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4 14.12±1.20 8.33±0.56* 30.22±2.85 15.32±1.08* 23.43±2.11 12.11±0.96* 8.13±0.88 4.25±0.41*

观察组 45 14.10±1.22 4.09±0.30* 30.19±2.79 8.77±0.55* 23.46±2.09 6.99±0.55* 8.12±0.90 2.03±0.08*

t 0.0780 44.3808 0.0502 35.9309 0.0674 30.7811 0.0530 35.2662

P 0.4690 0.0000 0.4800 0.0000 0.4732 0.0000 0.4789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抑郁情绪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SDS 评分高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2.3　睡眠质量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PSQI 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

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不孕症是常见疾病，输卵管粘连、梗阻，子宫

相关疾病、宫颈病变、先天发育畸形、排卵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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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反应、精神心理因素等均与不孕症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4］。多数不孕症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

郁情绪［5］，不良心理情绪导致应激，而应激反应通过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改变内分泌系统、植物神

经系统及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对生育产生不良

影响，形成恶性循环［6］，因此，改善患者负面情绪，

对于临床治疗及预后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心理治疗是临床上对于不孕症合并焦虑抑郁患

者常用的治疗手段［7］。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

疗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提

示心理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负面情绪。

而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SAS 评分、SDS 评分改善效果

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规心理治疗基础

上增加正念减压训练能够更为有效的缓解患者不良

情绪。临床分析认为，常规心理治疗虽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但是其治疗过程较

为漫长，短期内效果并不太理想。正念减压训练引

导患者应用正念觉察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感觉及痛苦

的想法，以正面面对为主，提高患者的自我同情水

平，以一种非评判及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心理

状态，使患者能够主动的接纳自身情绪，提升患者

对于情绪的调节能力，改善患者的应对方式，比如

在训练过程中嘱咐患者将情绪带入训练中，训练时

体会情绪，建立正念思想，进而有效缓解患者焦虑

抑郁负面情绪［8］。睡眠障碍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严

重程度成正比，过度的焦虑抑郁使患者难以入睡，

影响患者日间功能，进而降低机体的生理功能，对

生育功能造成不良影响［9］。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正念减

压疗法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分析认为，正

念减压疗法的应用能够将患者的注意力从病情转移

到自身、家人等方面，提升患者的幸福感，降低疾

病对自身情绪的影响及自己的过度关注，更利于患

者入睡。同时，正念减压疗法的最终目的是使树立

正念思想，并将正念思想运用到生活中，随着患者

自我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自我效能的增加使患者

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均能够在正念思想的基础

上坦然面对，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吴彩平［10］

表2　两组患者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情感症状 躯体性障碍 精神运动性障碍 抑郁心理障碍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4 8.13±0.91 4.11±0.62* 30.52±3.25 16.22±1.08* 8.30±0.82 3.76±0.62* 31.15±3.05 17.22±1.25*

观察组 45 8.11±0.93 2.02±0.12* 30.49±3.23 9.35±0.61* 8.28±0.80 2.01±0.30* 31.18±3.09 12.21±0.88*

t 0.1025 21.9619 0.0437 36.8387 0.1165 16.8892 0.0461 21.8197

P 0.4593 0.0000 0.4826 0.0000 0.4538 0.0000 0.4817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入睡时间 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睡眠时间 催眠药物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4 2.29±0.30 1.17±0.15* 2.18±0.29 1.15±0.13* 2.22±0.28 1.13±0.14* 2.25±0.27 1.16±0.13* 2.28±0.29 1.15±0.15* 2.25±0.30 1.13±0.14* 2.30±0.31 1.11±0.15*

观察组 45 2.30±0.31 0.38±0.05* 2.19±0.28 0.40±0.03* 2.23±0.29 0.38±0.05* 2.26±0.28 0.36±0.02* 2.29±0.31 0.35±0.05* 2.26±0.31 0.38±0.04* 2.32±0.29 0.37±0.05*

t 0.1546 33.1792 0.1655 37.3097 0.1654 33.5072 0.1715 40.3557 0.0157 33.5992 0.1546 34.1967 0.3144 31.0793

P 0.4387 0.0000 0.4345 0.0000 0.4345 0.0000 0.4321 0.0000 0.4378 0.0000 0.4387 0.0000 0.377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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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31±1.22 16.15±1.52 7.28±0.30 20.31±1.58 8.22±0.71 11.28±1.28 21.02±1.08 14.95±1.22 3.13±0.30

观察组（n=45）48.02±0.51 18.22±0.51 8.59±0.15 22.95±0.89 9.15±0.28 13.05±0.58 23.88±0.59 18.17±0.54 4.16±0.08

t 23.6665 8.5739 25.9650 9.6827 8.0949 8.3707 15.4550 16.0385 22.0214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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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样本量较小，样本也全部来自一家医院，所以在样

本的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后续研究需要提高样本

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正念减压疗法通过引导患者建立正

念思想，提升患者情绪控制能力及自我效能等，应

用于不孕症患者中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

郁不良情绪及睡眠质量，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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