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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心理治疗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情绪与应对方式的影响

栗浩然 、 相元翠 、 刘会敏 、 王雅莉

【摘要】 目的　探讨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应用支持性心理治疗后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我院 �� 例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分组，对照组 48 例患者给予宫腹腔镜术治疗，观察组

4�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支持性心理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应

对方式、生活质量变化，并对比术后两组患者输卵管通畅率及术后 1 年妊娠率。结果　治疗后，观

察组的 SAS、SDS、PSQI 评分以及 MCMQ 的回避、屈服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而 MCMQ 的面对项、

FertuQOL 评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两组患者术后输卵管通畅率及成功妊娠率没有明显差别

（P> 0.0�）。结论　支持性心理治疗能够有效缓解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

患者应对方式，提升睡眠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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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on emotions and coping styles in 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 due to tu-
bal obstruction　　LI Haoran，XIANG Yuancui，LIU Huimin，et al.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Zheng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tubal obstructive in-

fertility. Methods　97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fallopian tube infertilit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8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ysteroscopy，and 4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depression level，sleep 

quality，coping style，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and the fallopian tube patency rate and 

the 1-year pregnancy rate after ope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AS，SDS，PSQI 

and the avoidance and yield items scores in MCM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in patency rate and successful pregnancy rat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tubal 

obstructive infertility，improve patients' coping style，establish a good mentality，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qual-

ity of life.

【Key words】Supportive psychotherapy；Fallopian tube obstructive infertility；Negative emotion；Coping style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是不孕症中较为常见的

一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在不孕症中可占到

25％～50％，患者临床上主要以月经异常、腰痛、

不孕、下腹隐痛等为主要症状表现，腹腔镜手术已

成为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主要手段。患者由

于不孕和手术双重影响，更容易出现不良情绪，不

利于手术治疗的效果。支持性心理疗法属于精神支

持疗法的一种，主要通过给予患者一定支持，帮助

患者面对现实，达到改善患者心境，促进身心康复

的效用，对于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有很好的作

用［1］。本研究旨在观察支持性心理治疗对输卵管阻

塞性不孕症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97 例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经腹腔镜检查、超声声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产科（郑州，4�0001）。

［第一作者简介］栗浩然（1�88.0�-），女，河南商丘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宫腔镜技术，妇科输卵管等疾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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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学造影、输卵管通气术等检查确诊符合输卵管阻塞

性不孕症诊断标准［2］，术前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

及术前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均 >50 分，纳入患

者认知功能正常，符合手术指征，依从性良好，患

者及家属知情自愿参与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排除入组前服用抗精神类药物者，既往精神

病史者，生殖系统畸形者，有酒精及药物依赖史者，

其他因素导致的不孕症，配偶不孕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进行分组，观察组 49 例，年龄 25～38 岁，平

均（31.20±2.01）岁；不孕类型：继发性不孕 31 例，

原发性不孕 18 例；不孕年限：2～8 年，平均（5.01±

0.29）年；文化程度：小学 2 例，中学至中专 17 例，

大专及以上 30 例；输卵管阻塞部位：峡部 17 条，间

质部 37 条，远端 35 条。对照组 48 例，年龄 26～37
岁，平均（31.22±2.03）岁；不孕类型：继发性不孕

29 例，原发性不孕 19 例；不孕年限：3～7 年，平均

（4.99±0.31）年；文化程度：小学 1 例，中学至中专

18 例，大专及以上 29 例；输卵管阻塞部位：峡部 16
条，间质部 35 条，远端 36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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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患者应用宫腹腔镜术治疗，于经期结束

5d 后进行，取膀胱截石位，全身麻醉，建立气腹后

置入腹腔镜，建立操作孔，于腹腔镜下观察子宫、

盆腔、输卵管情况、对于子宫内膜异位者进行切除，

输卵管伞部狭窄者给予扩张术治疗，盆腔粘连者应

用粘连松解术治疗，消毒阴道后，置入宫腔镜，膨

宫后并对输卵管、子宫内膜、宫腔形态进行探查，

对于堵塞的输卵管应用斑马导丝进行疏通，亚甲蓝

注射液检查输卵管通畅情况，手术结束后采用糜蛋

白酶、地塞米松及生理盐水混合液冲洗盆腔，取出

导管。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支持性心理治疗，①

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入院后与患者及家属积极沟

通，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拉近医患关系，

与患者互留联系方式，方便及时联系，耐心倾听患

者倾诉，选择明亮而温馨的房间与患者面对面的进

行谈话，引导患者打开心扉，了解患者的日常点滴，

在交流过程中仅对患者进行引导，由患者讲述医师倾

听为主，医师仅给予鼓励性的肯定回复，微笑面对，

在交流过程中可增加肢体性语言使患者能够感受到

医师对于其的关怀及鼓励，记录谈话内容，明确患

者潜在问题；②解释，对患者进行正确的认知干预，

使患者明确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发病的原因治疗方

法及预后知识，解释过程遵循实事求是原则；③鼓励，

将我院近三年接诊的同类型病例及手术成功病例制

作成数据表格，提升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在此过

程中注意勿使患者期望值过度增长，避免术后未成

功妊娠对患者造成再次打击，请成功病例现身说法，

并为患者传导治疗经验，④保证，在医师的能力范

围之内，以诚恳的态度对患者进行保证，比如说，

患者询问医师，我这样的疾病治疗后成功怀孕几率

有多大？，医师可以回答：如果能够得到您积极的配

合，术后怀孕几率约为 60％左右，既能够提升患者

治疗配合度，同时又使用真实的数据强化患者治疗

信心；⑤指导，告知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降低

对交感神经的刺激，进而避免子宫平滑肌过度收缩，

更利于胚胎着床，引导患者注意力转移至自身兴趣，

使患者保持平和心态，调整患者心态，依据患者自

身特点，为患者选择符合患者个性的疏泄方式，比

如谈话、倾听音乐、散步、集体读书等，提升患者

自身幸福感，促进负面情绪疏解，制定合理的术前

运动计划及术后康复计划，患者熟悉后由家属或护

理人员监督实施；⑥促进环境改善，了解自身对于周

围亲朋好友的价值，不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病情上，

引导患者家属及朋友多与患者沟通，激发患者的生

活热情，肯定个人存在的意义；于患者入院后即开始

进行治疗，术前每 3d 进行治疗 1 次，术后每周 1 次，

共计 8 次。出院后随访 1 年并对比妊娠率。

1.�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比较：焦虑情绪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评分（SAS）进行评价，抑郁情绪采用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SDS）进行评价，SAS 评分、SDS 评分量表

内各包含 20 项内容，总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其中总分 <50 分提示患

者无焦虑抑郁情绪；（2）应对方式变化比较：依据医

学应对问卷量表评分（MCMQ）评价患者应对方式变

化，MCMQ 评分内包含 3 大维度，20 项内容，每项采

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总分 80 分，分数越高

提示患者面对该维度越具有倾向性；（3）睡眠质量比

较：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患者治疗前

后睡眠质量，PSQI 评分内包含 18 个自评条目，分为 7
大项内容，总分 21分，分数越低表明患者睡眠质量越

好；（4）生活质量比较：依据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评分

（FertuQOL）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其内包含社会关系、

情感及身体、情绪、夫妻关系四项内容，总分 104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佳；（5）临床疗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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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两组患者术后 3 月堵塞输卵管通畅率，通畅标准：

造影剂在输卵管内弥散均匀，走行柔顺；（6）术后 1
年妊娠率比较：对比两组患者术后 1年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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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和抑郁

术后，两组患者 SDS 及 SAS 评分均低于术前，

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SAS及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n=48） 术前 77.11±8.11 75.59±7.01

术后 57.11±5.01△ 53.39±4.85△

观察组（n=49） 术前 77.16±8.13 75.63±7.05

术后 49.33±3.85△▲ 46.33±4.51△▲

注：与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应对方式

术后，对照组患者 MCMQ 评分内面对项低于观

察组患者，屈服项及回避项评分高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MCMQ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面对 回避 屈服

对照组（n=48）术前 13.13±1.63 21.23±1.98 20.39±1.89

术后 19.66±1.85△ 15.94±1.35△ 15.61±1.31△

观察组（n=49）术前 13.15±1.66 21.19±2.02 20.43±1.91

术后 23.89±1.92△▲ 11.63±1.05△▲ 11.21±1.01△▲

注：与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睡眠质量

观察组患者术后 PSQI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生活质量

术后，对照组患者 FertuQOL 评分较观察组患者

水平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术后输卵管通畅率 91.01％，对照组

患者通畅率 90.8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5。

2.�　术后 1 年妊娠率

对照组患者术后 1 年成功妊娠率 62.50％，观

察组患者成功妊娠率 65.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6。

表3　两组患者PSQI评分对比（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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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n=48） 术前 2.61±0.30 2.59±0.29 2.58±0.31 2.56±0.32 2.60±0.28 2.62±0.27 2.57±.030 17.51±0.88

术后 1.51±0.20 1.49±0.19 1.43±0.16 1.45±0.17 1.44±0.18 1.49±0.17 1.46±0.16 7.29±0.25△

观察组（n=49） 术前 2.59±0.32 2.58±0.31 2.60±0.30 2.57±0.33 2.61±0.29 2.60±0.28 2.59±0.31 17.49±0.90

术后 0.81±0.08 0.79±0.08 0.80±0.07 0.82±0.06 0.78±0.05 0.77±0.06 0.79±0.08 3.88±0.11△▲

注：与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FertuQOL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社会关系 夫妻关系 情感及身体 情绪 合计

对照组（n=48） 术前 12.35±1.11 12.41±1.16 12.38±1.15 12.44±1.08 49.35±2.95

术后 15.99±1.23 16.01±1.35 15.89±1.31 15.87±1.33 65.11±3.39△

观察组（n=49） 术前 12.38±1.13 12.40±1.18 12.41±1.13 12.43±1.10 49.38±2.98

术后 20.21±1.52 20.33±1.51 20.29±1.49 20.35±1.38 81.68±3.64△▲

注：与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输卵管堵塞条数 通畅

对照组 87 79（90.80）

观察组 89 81（91.01）

表6　两组患者术后1年妊娠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成功妊娠 未妊娠

对照组 48 30（62.50） 18（37.50）
观察组 49 32（65.31） 17（34.69）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11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讨论

我国不孕症发生率约为 13％左右［3］，对患者的

心理及家庭生活均带来严重的影响。输卵管阻塞性

不孕症是不孕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输卵管炎

症是导致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发生的主要原因［4］，

手术是临床上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常用方

案。宫腔镜手术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一种［5］。收到不

孕和手术的双重影响，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的

精神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影响患

者的睡眠质量不利于患者的转归［6］，支持性心理治

疗又称为非分析性治疗、精神支持疗法，通过适当

的支持，调整患者对疾病的看法，综合患者内外资

源，提升患者的适应能力。个体的应对方式与机体

的心理压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正确的应对方式能够

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控制感，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

压力［7-8］。研究表明，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的应

对方式以屈服、回避等消极形式最为常见，患者更

易对现实及自我否定，促使焦虑抑郁情绪滋生［9］。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MCMQ 评分内

会回避评分及屈服评分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面

对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高，且患者术后 FertuQOL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心理支持性治疗能

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应对方式，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临床分析认为，心理支持性治疗通过支持与鼓励、

解释与指导，能够有效激发善患者内心潜在力量对，

重建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使患者能够直面疾病疾病，

并接受疾病，调节患者心态，随着心态的改变，能

够有效提升患者术后生活质量［10］。本研究还发现：

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SDS 及 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

改善，证实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负面

情绪及睡眠质量，观察组患者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提示增加支持性心理治疗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临床分析认为，支持性心理治疗通过拉近医患关系，

提升患者信任度，耐心倾听患者倾诉，促进患者疏

泄不良情绪，能够有效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同

时，为患者制定合理的术前、术后运动计划，使患

者日常生活充足，有效转移患者对于疾病的过度关

注，同时更利于患者晚间入睡，提升日间精力，有

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11］。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术

后输卵管通畅率及妊娠率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支

持性心理疗法的应用并不会明显提升手术效果。本

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支持性心理治疗应用时间短，

在后续治疗中，应在患者治疗前增加治疗时间，进

一步明确支持性心理治疗对于手术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支持性心理治疗辅助宫腹腔镜术应

用于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效果显著，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应对方式、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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