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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妊娠结局及产后血糖、血脂情况

张莹莹 、 陈　茹 、 刘玉瑰 、 崔红英 、 刘丽霞 、 杨　光

【摘要】目的　探讨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的妊娠结局及产后血糖、

血脂情况。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我院分娩的 GDM 产妇 210 例，采用 Zung 编制

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估，比较不同抑郁、焦虑产妇的妊娠结局及

产后血糖情况。结果　中度和重度抑郁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分别为 38.46％和 50.00％，明显

高于无抑郁产妇（P< 0.05）；中度和重度抑郁产妇产后空腹血糖分别为（5.82±0.81）mmol/L 和（6.70

±0.72）mmol/L，明显高于无抑郁产妇（P< 0.05）；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分别为

44.83％和 57.89％，明显高于无焦虑产妇（P< 0.05）；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产后空腹血糖分别为（5.90

±0.80）mmol/L 和（6.64±0.79）mmol/L，明显高于无焦虑产妇（P< 0.05）。结论　伴有抑郁、焦虑情

绪的 GDM 妇女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且产后血糖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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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gnancy outcome and postpartum metabolism of GDM women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ZHANG Yingying，CHEN Ru，LIU Yugui，et al.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gnancy outcome and postpartum metabolism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210 cases of GDM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were 

used for assessment，the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and postpartum metabolic status of women with different depres-

sion and anxiety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in moderate and severe de-

pression womenwas 38.46％ and 50.00％，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depression women（P<0.05）. 

The postpartum fasting blood glucose of moderate and severe depression women was（5.82±0.81）mmol / L and（6.70
±0.72）mmol / L，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depression women（P<0.05）. The incidence of ad-

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in moderate and severe anxiety women was 44.83％ and 57.89％，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anxiety women（P<0.05）；The postpartum fasting blood glucose of moderate and severe anxiety 

women was（5.90±0.80）mmol / L and（6.64±0.79）mmol / L，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anxiety 

women（P<0.05）. Conclusion　GDM women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have higher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and higher postpartum blood glucos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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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在妊娠

前无糖尿病或糖耐量异常，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生

或发现的糖耐量异常，其发病率约占妊娠妇女的 

3％-5％［1］。GDM 常发生漏诊。如不及时干预可引

起巨大儿、胎膜早破、围产期感染风险增加，患者

日后发展成为 2 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增高［2］。GDM 还

会对妊娠期妇女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引起

患者睡眠质量下降、食欲减退，甚至导致早产、流

产等不良妊娠结局［3-5］。本研究探讨了伴有抑郁、焦

虑情绪的 GDM 患者妊娠结局及产后代谢情况，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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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我院分娩的

GDM 产妇 210 例，年龄 25～34 岁，平均年龄（27.80
±2.10）岁；其中初产妇 143 例，经产妇 67 例。纳入

标准：（1）符合《妇产科学》［6］中的标准；（2）孕周

≥ 28 周，单胎妊娠；（3）产妇及家属知情同意。排

除标准：（1）妊娠前有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症等

精神疾病；（2）合并有其他妊娠期并发症；（3）有内

分泌疾病、肝肾功能障碍等。

1.2　检测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入院后均于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

静置 1h 后以转速 3000 r/min 离心 10min，采用葡萄

糖氧化酶 - 过氧化物酶法检测空腹血糖，检测仪器：

日本日立株式会社 76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配

套试剂。

于产后次日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静置 1h 后

以转速 3000 r/min 离心 10min，静置 1h 后以转速

3000 r/min 离心 10min，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 过氧

化物酶法检测空腹血糖；采用生化法检测 TG、TC、

HDL-C、LDL-C。检测仪器：日本日立株式会社

76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1.3　调查方法

所 有 研 究 对 象 入 院 后 均 采 用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其情绪状态，观

察妊娠结局，并于产后采用实验室检查血糖、血脂

指标。

1.4　调查工具

采用 Zung 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

评量表（SDS）［7］进行评估，SAS 评分≥ 50 分，则表

明患者有焦虑，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 70 分为重度焦虑；SDS 评分≥ 53
分，则表明患者有抑郁，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

63～72 分为中度抑郁，≥ 73 分为重度抑郁。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 SPSS22.0 软件，年龄

等资料采用（x±s）表示，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

计数资料比较使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抑郁、焦虑发生情况

210 例患者中，发生抑郁者 78 例，其中轻度抑

郁 32 例，中度抑郁 26 例，重度抑郁 20 例；发生焦

虑患者 83 例，其中轻度焦虑 35 例，中度焦虑 29 例，

重度焦虑 19 例。

2.2 不同抑郁程度产妇妊娠结局及产后代谢比较

中度和重度抑郁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

高于无抑郁产妇（P<0.05）；中度和重度抑郁产妇产

后空腹血糖明显高于无抑郁产妇（P<0.05），见表 1。

表1　不同抑郁程度产妇妊娠结局及产后代谢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初产妇（％）
受教育 

年限（年）
不良妊娠结

局（％）
产后空腹血
糖（mmol/L）

TG（mmol/L） TC（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无抑郁 132 28.03±3.11 92（69.70） 12.29±3.21 24（18.18） 5.10±0.89 1.42±0.32 4.10±0.50 1.60±0.35 3.11±0.78

轻度 32 27.12±4.02 22（68.75） 13.01±2.77 9（28.13） 5.32±1.00 1.43±0.30 4.12±0.49 1.62±0.33 3.13±0.80

中度 26 28.10±4.25 17（65.38） 12.87±2.90 10（38.46）a 5.82±0.81a 1.40±0.31 4.15±0.56 1.61±0.30 3.10±0.92

重度 20 27.01±5.00 13（65.00） 12.40±3.01 11（50.00）a
6.70±
0.72abc

1.44±0.29 4.13±0.60 1.64±0.34 3.14±0.90

F/ 0.782 0.319 1.033 15.21 10.291 0.401 2.112 1.822 0.982

P 　 0.802 0.956 0.452 0.002 0 0.933 0.104 0.215 0.501

注：a与无抑郁比较P<0.05；b与轻度比较P<0.05；c与中度比较P<0.05。

2.3　不同焦虑程度产妇妊娠结局及产后代谢比较

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

高于无焦虑产妇（P<0.05）；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产

后空腹血糖明显高于无焦虑产妇（P<0.05），见表 2。

3　讨论

GDM 的发病率逐年递增［8］。由于 GDM 可引起围

产期感染、羊水过多、巨大儿等母婴并发症，且日

后发展成为 2 型糖尿病的风险页更高［9，10］。GDM 患

者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对妊娠结局持有

悲观态度［11］。

本研究发现：210 例 GDM 患者中出现抑郁者 78
例，其中轻度抑郁 32 例，中度抑郁 26 例，重度抑

郁 20 例；发生焦虑患者 83 例，其中轻度焦虑 35 例，

中度焦虑 29 例，重度焦虑 19 例。这一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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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M 患者伴发不良情绪的风险较高［12］。妊娠期出现

不良情绪不仅给孕产妇造成痛苦，还会胎儿的生长

发育，导致胎盘早剥、围产期感染、产程延长、产

后出血、胎儿宫内窘迫、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巨

大儿、窒息等不良妊娠结局［13］。本研究发现：中度

和重度抑郁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无抑

郁产妇；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

显高于无抑郁产妇。这一结果提示，伴有抑郁、焦

虑情绪的 GDM 妇女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可能

是由于不良情绪作为一种慢性应激源，可引起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

统兴奋性改变和神经内分泌变化，继而导致不良妊

娠结局。

本研究随访发现：中度和重度抑郁产妇产后空

腹血糖明显高于无抑郁产妇；中度和重度焦虑产妇产

后空腹血糖明显高于无焦虑产妇。而不同焦虑、抑

郁程度产妇产后的脂质代谢情况相仿。这一结果提

示，妊娠期伴有抑郁、焦虑情绪可引起产后血糖水

平较高，但对产后脂质代谢无明显影响。本研究结

果与已有的临床研究结论一致［14，15］。

综上所述，伴有抑郁、焦虑情绪的 GDM 妇女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且产后血糖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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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焦虑程度产妇妊娠结局及产后代谢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初产妇（％）
受教育年

限（年）
不良妊娠
结局（％）

产后空腹血糖
（mmol/L）

TG（mmol/L） TC（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无焦虑 127 28.10±3.08 88（69.29） 12.30±3.21 20（15.75） 5.08±0.90 1.43±0.30 4.08±0.53 1.61±0.36 3.13±0.79

轻度 35 27.72±3.52 24（68.57） 13.12±2.90 10（28.57） 5.40±1.00 1.42±0.29 4.11±0.60 1.60±0.31 3.10±0.86

中度 29 28.02±4.40 20（68.97） 12.70±2.95 13（44.83）a 5.90±0.80a 1.43±0.33 4.12±0.59 1.62±0.32 3.14±0.92

重度 19 27.54±5.01 12（63.16） 12.54±2.11 11（57.89）a 6.64±0.79abc 1.42±0.27 4.14±0.55 1.64±0.37 3.15±0.88

F/ 0.892 0.291 1.022 22.6 11.201 0.562 0.601 0.901 0.781

P 　 0.672 0.962 0.522 0 0 0.811 0.711 0.604 0.692

注：a与无抑郁比较P<0.05；b与轻度比较P<0.05；c与中度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