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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李静静 、 吕　璐 、 郭　艳 、 翟春霞 、 刘丽霞 、 黄庆燕

【摘要】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在我院

产科建立产前登记卡并确诊为 GDM 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 120 例孕妇作为病例组、另外选取同期妊

娠的非抑郁、焦虑 GDM 孕妇 240 例作为对照组；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前体质量（BMI）、孕

次、产次、血糖代谢、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一般资料，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探讨引起

GDM 患者发生抑郁、焦虑情绪的相关因素。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结果显示 GDM 患者的年龄、

文化程度、伴有其他妊娠并发症与并发的抑郁及焦虑情绪呈正相关（P< 0.05），家庭月收入、对就诊

医院的满意度与并发的抑郁及焦虑情绪呈负相关（P< 0.05）。结论　年龄大、文化程度高、伴有其

他妊娠并发症可能是导致 GDM 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家庭月收入高、对就诊医院的

满意度高可能在一定程度降低 GDM 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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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ed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LI Jingjing，LV Lu，GUO Yan，et al.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

betes mellitus（GDM）.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regnant women with GDM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ho had estab-

lished prenatal registration CARDS in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and 240 

pregnant women with GDM withou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pregnancy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General data such as age，pre-pregnancy mass（BMI），pregnancy times，labor times，blood glucose metabolism，

education level，occupation and family incom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GDM. Resul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age，education level and other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with GDM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P<0.05），and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hospital were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P<0.05）. Conclusion　Age，high education and other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may b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GDM. High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high 

satisfaction with the hospital may reduce the risk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Depression；Anxiety；Related factors

在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糖尿病并

发症的类型也在增加，妊娠糖尿病（GDM）是糖尿

病的常见和特殊类型［1］。GDM 是指妊娠前未发现糖

尿病且葡萄糖耐量受损的孕妇，在妊娠期出现糖尿

病或葡萄糖耐量减低［2］。近年来，国内外 GDM 的发

病率逐年上升，其发生率约为 1％~14％［1］。有研究

发现［3］，GDM 患者的抑郁症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孕

妇。怀孕和分娩是女性的自然和正常的生理过程，

但怀孕期间生理状态的改变，情绪和性行为的改变

等的生理变化自然会引起相应的心理变化，半数以

上孕妇表现为焦虑，沮丧和恐惧，孕妇的焦虑和抑

郁对分娩疼痛程度，产妇健康和新生儿发育有很大

影响［4-5］。本研究旨在探讨 GDM 患者发生抑郁、焦

虑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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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9 年 5 月在我院产科建立

产前登记卡并确诊为 GDM 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

120 例孕妇作为病例组，外选取同期妊娠的非抑郁、

焦虑 GDM 孕妇 240 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1）

GDM 的诊断参考中华医学会制定的相关标准：妊娠

前血糖代谢正常，75gOGTT 的诊断标准：空腹及服

糖后 1 小时，2 小时的血糖值分别低于 5.1mmol/L，

10.0mmol/L，8.5mmol/L；任何一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

上述标准即诊断为 GDM；（2）抑郁诊断标准为 SDS

评分≥ 53 分，焦虑的诊断标准为 SAS 评分≥ 50 分；

（3）两组妊娠妇女均在我院产科建立产前登记并接

受产前检查；（4）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要求，

对涉及研究对象的隐私资料保密。排除标准：（1）

孕前伴有精神疾病病史者；（2）认知功能障碍者；

（3）孕前伴有糖尿病者；（4）有药物滥用、酗酒、

吸毒史者。该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对该研究内容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的收集　主要收集两组患者的

年龄、孕前体质量（BMI）、孕次、产次、流产史、

计划妊娠、空腹血糖、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

其他妊娠合并症、对就诊医院的满意度。

1.2.2　观察指标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估患者抑郁情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

评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高。中国常模 SDS 评分≥ 53 分

诊断为抑郁。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焦虑情绪，

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高焦虑程度

越严重。中国常模 SDS 评分≥ 50 分诊断为焦虑。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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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年龄、产次、空腹血糖、

既往流产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妊娠合并

症、就诊医院的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 .05）；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孕前 BMI、孕

次、计划妊娠、职业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病例组

（n=120）
对照组

（n=240） t/χ2值 P值

年龄（岁） 29.8±2.1 28.5±2.6 4.755 0.000 

孕前BMI（kg/m2） 22.1±1.8 21.9±2.0 0.924 0.356 

孕次（次） 3.26±1.55 3.50±1.26 -1.575 0.116 

产次（次） 1.20±0.54 1.54±0.58 -5.363 0.000 

空腹血糖（mmol/L） 6.61±0.42 6.50±0.40 2.419 0.016 

既往流产史（％） 5.300 0.027 

　　有 44（36.67） 60（25）

　　无 76（63.33） 180（75）

计划妊娠（％） 1.608 0.205 

　　是 52（43.33） 121（50.42）

　　否 68（56.67） 119（49.58）

文化程度（％） 7.726 0.021 

　　初中及以下 21（17.5） 71（29.58）

　　高中 65（54.17） 123（51.25）

　　大专及以上 34（28.33） 46（19.17）

职业方式（％） 3.072 0.080 

　　脑力 94（78.33） 167（69.58）

　　体力 26（21.67） 73（30.42）

家庭月收入（元） 6.825 0.033 

　　～3000 12（10） 10（4.17）

　　3001～6000 43（35.83） 73（30.42）

　　＞6000 65（54.17） 157（65.42）

其他妊娠合并症（％） 8.658 0.003 

　　是 31（25.83） 32（13.33）

　　否 89（74.17） 208（86.67）

就诊医院满意度（％） 4.985 0.026 

　　是 98（81.67） 216（90）

　　否 22（18.33） 24（10） 　 　

2.2　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比较

病例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2.3　GDM 患者发生妊娠期抑郁、焦虑的相关因

素分析

以患者的年龄、产次、空腹血糖、既往流产史、

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妊娠合并症、就诊医院的

满意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发生焦虑、抑郁作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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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GDM 患者的年

龄、文化程度、伴有其他妊娠并发症与并发的抑郁

及焦虑情绪呈正相关（P<0.05），家庭月收入、对就

诊医院的满意度与并发的抑郁及焦虑情绪呈负相关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的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病例组 120 57.3±5.0 58.2±4.7

对照组 240 43.2±5.5 46.0±5.1

t值 23.621 21.953 

P值 　 0.000 0.000 

表3　GDM患者发生妊娠期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分析

参数 SE Walds P OR 95％CI

年龄 0.631 0.285 4.902 0.042 1.879 1.075 3.286 

产次 0.296 0.221 1.794 0.226 1.344 0.872 2.073 

空腹血糖 0.700 0.394 3.160 0.095 2.015 0.931 4.361 

既往流产史 0.552 0.375 2.167 0.153 1.737 0.833 3.622 

文化程度 0.914 0.401 5.195 0.038 2.494 1.137 5.474 

家庭月收入 -0.386 0.152 6.449 0.011 0.680 0.505 0.916 

其他妊娠合并症 1.203 0.309 15.157 0.000 3.330 1.817 6.102 

就诊医院满意度 -0.558 0.251 4.942 0.041 0.572 0.350 0.936 

3 　讨论

GDM 患者是在妊娠前糖代谢正常，妊娠期才出

现的糖尿病，在怀孕期间，由于胎儿的营养需求增

加，孕妇需要从外面摄取大量的糖分含量高的营养

补品，导致没有糖尿病史的孕妇出现糖尿病症状，

属于 GDM［6-7］。近年来，GDM 发病率逐年增加，原

因可能是大多数 GDM 患者是在分娩检查期间首先被

发现的，患者缺乏心理准备，由于妊娠和 GDM 的双

重作用，它们容易出现情绪失衡，抑郁和焦虑等不

良的心理反应；患有 GDM 的孕妇需要饮食控制和药

物治疗，导致患者担心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从

而加重心理影响。随着患者情绪的变化给孕妇及胎

儿均带来一系列并发症［8］。妊娠是一项系统工程，

孕妇的焦虑和抑郁通常伴随着共同性和独立性。因

此我们在进行产前检查和围产期保健时，除了关注

胎儿的生长发育以及是否有妊娠并发症的并发症外，

也不应该忽视孕妇的心理状况，应认真重视心理保

健，必要时应进行心理评价，测试和咨询等。

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9］，妊娠糖尿病妇女焦虑

和抑郁的发生率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会

对妊娠结局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研究仅

使用问卷并收集数据以总结不良情绪对妊娠结局的

影响［10］，而产前抑郁和焦虑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相关

风险因素的研究较少［11-12］。本研究通过使用量表检

测，以及对 GDM 孕妇的一般资料进行相关因素分析

探讨影响 GDM 患者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期消除 

GDM 患者不良情绪，使其积极地配合治疗，安全度

过孕期和分娩期。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

产次、空腹血糖、既往流产史、文化程度、家庭月

收入、妊娠合并症、就诊医院的满意度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 GDM 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伴有其他妊娠并

发症与并发的抑郁及焦虑情绪呈正相关（P<0.05），

家庭月收入、对就诊医院的满意度与并发的抑郁及

焦虑情绪呈负相关（P<0.05）。分析原因可能是高龄

产妇对妊娠期望较高，担心发生难产，产后出血和

畸形孩子的，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文化程度高的孕

妇因对怀孕期间的并发症正确而充分的了解，加重

紧张和恐惧，容易出现心理超负荷并导致心理抑郁

的发生；大多数妊娠并发症孕妇在怀孕期间担心自己

的疾病，再加上反复住院和药物治疗等，容易出现

焦虑抑郁。妊娠期患者对医院就诊的满意度与焦虑

和抑郁有关可能是孕妇满足了在咨询过程中提供更

好的服务和怀孕护理指导的愿望，从而减轻了心理

上的担忧和恐惧。家庭收入高的孕妇将通过各种渠

道了解身体出现各种情况的原因，并主动积极找到

解决办法，使得焦虑和抑郁的情况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引起 GDM 妇女发生抑郁、焦虑的

因素包括患者年龄、产次、空腹血糖、既往流产史、

文化程度、妊娠合并症和就诊医院等满意度。年龄

大、文化程度高、伴有其他妊娠并发症可能是导致

GDM 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家庭月

收入高、对就诊医院的满意度高可能在一定程度降

低 GDM 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风险。应该针对这些因

素予以干预，降低 GDM 妇女发生抑郁焦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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