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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与承诺疗法联合帕罗西汀对伴有轻度焦虑、抑郁的不孕症患者负性情
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晓飞 1 、 向子艳 1 、 张志佳 2 、 罗堂苗 3 、 张　然 1

【摘要】目的　探讨接纳与承诺疗法联合帕罗西汀对伴轻度焦虑、抑郁的不孕症患者负性情绪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按照门诊就诊顺序将我科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1 日期间收治的

127 例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63 例给予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 64 例增加接

纳与承诺疗法，2 周为一疗程，三个疗程后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

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患者干预前后患者的负性情绪，采用健康状况调查量表（SF-36）评价患者干

预前后的生活质量，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价家庭与社会的支持程度。结果　观察组治

疗后有效率 90.63％（57/64）高于对照组 74.60％（48/63）（X2=5.6903，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下降，但观察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更低（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

和家庭支持程度评分均增加，但观察组生活质量和家庭支持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接

纳与承诺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能够更好的改善伴有轻度焦虑抑郁的不孕症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生活

质量和家庭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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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
ity of life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with mil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NG Xiaofei，XIANG Ziyan，ZHANG 
Zhijia，et al.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Zhengzhou 45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mil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outpatient visits，127 infertility patients with mil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m July 1st，2017 to July 1st，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6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aroxetine，and 64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2 week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 De-

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and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were used to assess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

tients，SF-36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SSR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The effect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3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90.63％（57/64），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4.60％（48/63）
（X2=5.6903，P<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support in 

both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roved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ombined with paroxetine can more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support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with mil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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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是由输卵管闭塞、习惯性流产或子宫内

膜异位症等因素造成的妇产科常见疾病，给患者本

身和家庭造成严重的应激［1］，导致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影响其生活质量［2］。随着现代医

学的发展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广，

如何处理不孕症患者的的焦虑、抑郁情绪已经是临

床工作的关注点之一［3］。本研究旨在探讨接纳与承

诺疗法联合帕罗西汀对伴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

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理我科 2017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7 月 1 日期

间 127 例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女双方同居超过 12 个月，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未怀

孕，经采用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患者的抑郁情况，采取焦虑自评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价患者的焦虑

情况，SAS 评分 50～59 分，SDS 评分 53～62 分，符

合焦虑与抑郁的诊断标准［4］，排除既往精神和神经

系统疾病、男方不孕因素和家庭重大事件刺激等患

者，按照门诊就诊顺序分为 2 组。对照组 63 例，年

龄 23～44（31.32±4.28）岁；SAS 评分 50～59（54.25
±2.25）分；SDS 评分 53～62（56.19±1.84）分。观

察组 64 例，年龄 23～45（31.35±4.27）岁；SAS 评

分 50～59（54.27±2.26）分；SDS 评分 53～62（56.21
±1.85）分。2 组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在年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等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明确诊断后，给予帕罗西汀片

（国药准字 H10950043）治疗，起始剂量每天 1 次，

每次 10mg，治疗 3d 后增加治疗剂量，每天 1 次，每

次 20mg，2 周为一疗程，第一疗程结束后根据病情

调整剂量，最大治疗剂量≤ 40mg/d，三个疗程后对

比疗效。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增加

接纳与承诺疗法，（1）接纳感悟：医务人员通过图文

宣传页或短视频进行健康宣教，告知患者不孕症的

致病因素、发病机制、常规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等，

让患者对疾病本身有一定的认知度，接受疾病的现

实；（2）认知解离：通过药物或心理疗法，告知患者

及其家属积极配合，提高家庭对疾病的认知度，减

轻不良事件或负向情绪对患者的影响；在营养师的指

导下加强膳食管理和减压训练，调节负性情绪；（3）
体验生活：鼓励患者与患友交流，通过经验交流鼓励

患者敞开心扉，融入周围生活和工作中，通过患友

鼓励和家庭支持，转变对疾病的错误认识，改善恐

惧、焦虑与抑郁情绪，体验生活中的点滴，转移注

意力；（4）自悟觉察：通过患友交流与医患沟通，强

化认知的同时，树立信心，能够自己认识疾病，建

立正确的认知；（5）价值观：在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

的支持下，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调整心态，回

归社会和工作岗位，以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观

面对生活；（6）积极应对：根据医务人员的治疗方

案，积极配合，通过药物治疗、心理干预和适量运

动，强化信心，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纠正负向

情绪。

1.3　疗效判定标准 

由 3 名相关专业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分别采用

SAS 评分、SDS 评分评价疗效，患者治疗后，无任

何焦虑和抑郁症状，SAS 评分＜ 50 分，且 SDS 评分

＜ 53 分，判定为治愈；焦虑和抑郁症状显著改善，

SAS 评分＜ 50 分，或 SDS 评分＜ 53 分，判定为显

效；焦虑和抑郁症状有所缓解，SAS 评分或 SDS 评分

降低，判定为有效；焦虑和抑郁症状未见任何改善，

甚至加重者为无效。

1.4　观察指标 

（1）负性情绪：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评

分和 SDS 评分，评价表中共 20 个条目，根据严重程

度分 4 个等级记录为粗分，然后按照国内常模转化

为标准分，其中 SAS 评分≥ 50 分判定为具有焦虑

症状，分数越高，焦虑症状越严重；SDS 评分≥ 53
分判定为具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

重［5］。（2）生活质量：采用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评价不孕症患者

的生活质量［6］，总分 0～100 分，分数越高提示生活

质量越好；（3）家庭支持程度：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价家庭与社

会的支持程度［7］，总分 0～48 分，分数越高，提示家

庭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PEMS 3.1 软件分析治疗前后研究数据，计

量资料（年龄、SAS 评分和 SDS 评分等）采用 x±s 表

示，组间或治疗前后对比采用 t 校验；计数资料（有

效率等）采用％表示，组间或治疗前后对比采用 χ2

校验，以 P<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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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观察组治疗后有效率 90 .63 ％（57/64）高于

对照组 74 .60 ％（48 /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5.6903，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对

比，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3 23（36.51）16（25.40）9（14.29）16（25.40）48（74.60）

观察组 64 28（43.75）19（29.69）10（15.63） 6（9.37） 57（90.63）▲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6903，▲P=0.0171＜0.05。

2.2　负性情绪 

两组治疗方案均可降低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但观察组降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幅度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评分和SDS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3 54.25±2.25 48.33±1.98▲ 56.19±1.84 50.57±1.68▲

观察组 64 54.27±2.26 41.68±1.89▲ 56.21±1.85 44.09±1.62▲

t —— 0.05 19.3625 0.0611 22.1279

P —— 0.4801 0.0000 0.4757 0.0000

注：组内治疗前后对比，▲P<0.05。

2.3　生活质量和家庭支持程度 

两组治疗方案均可提高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

和家庭支持程度，但观察组提高生活质量和家庭支

持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和家庭支持程度对比，分 

（x±s）

组别 例数
SF-36评分 SSR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3 63.28±5.2578.61±5.33▲ 20.84±2.64 35.55±2.76▲

观察组 64 63.34±5.2685.73±5.35▲ 20.85±2.65 40.29±2.78▲

t —— 0.0643 7.5126 0.0213 9.6414

P —— 0.4744 0.0000 0.4915 0.0000

注：组内治疗前后对比，▲P<0.05。

3　讨论

近代研究显示全球不孕不育患病率在 20％以

上，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约占育龄基数的 12 .5 ％左

右［8］，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由于传统观念和生活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症状。方舟等［9］研究显示伴有不同程度焦虑症

的不孕症患者约占 16.4％，伴有抑郁症状的不孕症

患者约占 43.50％，远超过全国焦虑或抑郁症的发

病率。不孕症患者发生焦虑或抑郁的影响因素较多，

可能与不孕的年限、妇女年龄、家庭经济状态、文

化程度、治疗费用、自我管理效能、家庭支持程度

和自我应对方式等因素相关，临床一般在治疗不孕

症基础上增加心理疗法或药物干预为主，但不同干

预方法的效果存在差异。

盐酸帕罗西汀片能够选择性地抑制机体内的

5-HT 转运体，阻断突触前膜对机体内 5-HT 的再摄

取，延长和增加 5-HT 对机体的作用，从而达到抗焦

虑和抑郁的作用。本研究显示两组治疗方案均可以

降低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提高生活质

量和家庭支持程度，说明盐酸帕罗西汀片可以改善

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其生活

质量，这与陈艳波等［10］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接纳与承诺疗法属于新一代认知行为治疗方案，

患者能够通过接纳感悟干预，提高患者对不孕症致

病因素、发病机制、常规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等疾

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接受不孕症现实；通过认知

解离提高家庭对疾病的认知度，减轻不良事件或负

向情绪对患者的影响，同时提高家庭支持程度，配

合膳食管理和减压训练，调节负性情绪［11］；通过体

验生活的方式与患友交流，融入周围生活和工作中，

转变对疾病的错误认识，改善恐惧、焦虑与抑郁情

绪；通过自悟觉察建立正确的认知；通过树立正确的

社会价值观，调整心态，回归社会和工作岗位，以

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观面对生活，强化信心，

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纠正负向情绪［12］。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治疗后有效率 90.63％（57/64）高于对照

组 74.60％（48/63），且观察组降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幅度高于对照组，提高生活质量和家庭支持程

度高于对照组，表明增加接纳与承诺疗法能够更好

的显著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家庭

支持程度。与王冉等［13］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接纳与承诺疗法联合帕罗西汀能够

显著改善轻度焦虑抑郁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纠

正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家庭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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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的 SF-36 评分高于对照

组（P<0.05），提示文拉法辛在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认知功能及抑郁情绪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生活质量。

临床研究表明［11］，产后抑郁的发生与炎症因子

水平异常改变有着重要关联，患者机体内出现不同

程度的细胞介导免疫激活，炎症因子是机体内分泌、

中枢及免疫系统间的重要信息交流分子，对于调节

机体内的病理状态，维持体内稳态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 IL-1β、TNF-α及 IL-6 均在机体免疫维持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通过监测其水平变化，对于明确病情

进展及疾病转归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12］。本研究发

现，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IL-6、TNF-α及 IL-1β水

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的炎性因子水平低

于对照组（P<0.05）。提示阿米替林与文拉法辛均能

够通过调节炎症因子水平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提升

患者睡眠质量，促进患者认知功能恢复，且文拉法

辛明显优于阿米替林。

综上所述，文拉法辛可能通过调节机体神经递

质及炎症因子水平，有效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睡眠质

量，消除负面情绪，促进认知功能恢复，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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