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 469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对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心理健康、应对方式
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陈　茹 、 王琮阳 、 刘丽芹 、 徐　娇

【摘要】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应

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选取我科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 125 例排卵障

碍性不孕症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干预方法不同进行分组，对照组 62 例给予常规心理干预，观察

组 63 例增加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

和妊娠结局。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小于对照

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解决问题和求助应对方式评分大于对照组，观察组自责、幻想、退

避和合理化应对方式评分小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干预后正性情感（PA）、正性

体验（PE）和总幸福度大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干预后负性情感（NA）、负性体验（NE）小于对照组

（P< 0.05）。干预后，观察组妊娠率大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采用积极

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可为患者提供轻松的氛围，降低消极应激，激发积极情绪，从而改善患

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促进患者积极应对方式的养成，增加患者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团体辅导；不孕症；心理健康；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3-0469-04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oriented group counseling on mental health，coping style and sub-
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with ovulatory infertility　　CHEN Ru，WANG Congyang，LIU Liqin，et al. Peo-
ple's Hospital of Hebi City，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oriented group counseling methods 

on women with ovulation disorders，s mental health，coping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　A total of 125 

women with ovulation dysfunction infertility in our department from September 2017 to September 2019 were Retro-

spective selected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tervention methods.6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d 63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positive psychology Oriented group counseling 

to compare mental health status，coping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s scores on problem-solving and help-seeking coping styl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s scores of self-blame，fantasy，withdrawal and rationalized coping styl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PA，PE and total well-being of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NA and N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Women with infertility due to ovulation dysfunction can use positive 

psychology-oriented group counseling methods to provide patients with a relaxed atmosphere，to reduce negative stress，

and stimulate positive emotions，thereb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mental health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si-

tive coping styles，to increas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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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的女性不孕症是由排卵功能障碍引

起的［1］。排卵障碍性不孕症是由于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相关激素调控功能失衡，导致卵泡发育不良

或卵泡发育停滞，表现为黄体功能不全或无排卵。

不孕症治疗时间长，过程复杂且效果不确切，而且

面对压力时，会以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等不

成熟的应对方式为主，而不是主动解决问题或求助。

积极心理学采用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调动主观能动性，

以积极思想来引导积极行为，提高幸福感。团体辅

导借助团体的力量，促进团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互

助，以增强治疗效果。本文旨在探讨积极心理学导

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心理健

康、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7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期间 125 例

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干预方

法不同进行分组。对照组 62 例：年龄 23～38（28.61
±4.28）岁；不孕年限 2～9（4.53±1.67）年；BMI 

21.36～25.18（23.56±1.26）kg/m2；原发性不孕患

者 45 例，继发性不孕患者 17 例。观察组 63 例：年

龄 22～39（29.83±4.56）岁；不孕年限 1～8（4.26
±1.59）年；BMI 22.17～26.03（23.41±1.32）kg/m2；

原发性不孕患者 43 例，继发性不孕患者 20 例。两

组患者干预前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排卵障碍性不孕症的诊

断标准［3］；②患者配偶生殖功能正常；③患者及患者

家属同意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合并重要脏器损害；②患者合

并精神障碍史；③患者合并子宫发育不良。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与常规心理干预，入院后，接诊人

员对其进行健康知识相关宣教；用药时，告知用药的

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嘱咐患

者注意休息，调正心理状态；在治疗的后期给予电话

追访，对常见的问题进行解答，并指导患者的饮食、

用药等。每次干预的时间为 30min，每周 1 次，持续

干预 8 周。

观察组：增加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1）

安排团体辅导老师。入院时由心理学专家根据个体

情况，制定相应的积极心理干预措施，并安排团体

辅导老师负责对患者进行积极心理学导向干预，团

体辅导老师均进行系统培训，取得相应的资质。（2）
积极心理学导向具体措施。①自我认知能力：通过不

孕症相关知识宣教、团队认知知识学习以及患者自

我心理调节，纠正患者的的错误认知，鼓励患者互

相分享不孕的了解以及切身感受，提高患者对自己

的认知能力；②未来自我理想的描述：通过要求患者

描述出未来理想的生活状态和理想的自我，提高患

者对生活的希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③积极沟通：通

过鼓励患者增加与家属的沟通，互相倾诉内心的想

法，升温彼此的感情，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④积极

参与、乐于助人：通过鼓励患者多参与有意义的事情

和帮助别人，提高患者人际关系的融洽度，提升不

孕症妇女患者的主观幸福感；⑤快乐事件笔记：通过

鼓励患者记录自己快乐的事情，引导患者树立对生

活的向往和信心，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每次干

预的时间 90min 左右，每周 1 次，持续干预 8 周。

1.3　观察指标

（1）心理健康状态，于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

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

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患者

心理健康状态，SAS、SDS 总分为 100 分，SDS 得

分≥ 53 分表示存在抑郁，分值越高，抑郁越严重。

SAS 得分≥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分值越高，焦虑越

严重。

（2）应对方式，于干预前后，采用肖计划等

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评价患者应对方式，CSQ 由 62 个条目，归纳

为 6 个理论应对因子。解决问题、求助为积极的成

熟型应对方式：退避、幻想、自责为消极的不成熟型

应对方式：合理化为混合型应对方式。各分量表单项

条目的平均得分为各分量表得分。单个分量表得分

越高表示患者在压力下越倾向使用这种应付方式。

（3）主观幸福感，于干预前后，采用纽芬

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评价患者

主观幸福感。量表中正性情感（Positive affect，PA）

和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NA）各 5 条、正性体

验（Positive experience，PE）和负性体验（Negative 

experience，NE）各 7 条，其中 PA 与 PE 为正性因子，

NA 与 NE 为负性因子，总幸福度为正性因子与负性

因子之差，总分范围为 0～48 分，得分越高表示幸

福度越高。

（4）妊娠结局，经 B 超检查和人绒毛膜促性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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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测定评估患者是否宫内妊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心理健康状况、应对方式、幸福感）以 x±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行 χ2 检

验，P<0.05 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健康状态比较

干预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减少，且

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小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应对方式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解决问题和求助应对方式评分

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自责、幻想、退避和

合理化应对方式评分小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主观幸福感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PA、PE 和总幸福度大于

对照组，观察组 NA、NE 小于对照组（P<0.05），见

表 3。
表1　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62 51.27±8.32 43.28±7.15* 46.28±7.43 41.29±6.81*

观察组 63 51.64±9.43 36.67±7.09* 45.92±7.29 34.93±6.42*

t 0.232 5.189 0.273 5.371

P 0.816 0.000 0.785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CSQ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例数 解决问题 求助 自责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干预前 对照组 62 0.44±0.19 0.42±0.14 0.66±0.16 0.51±0.13 0.63±0.18 0.51±0.16

观察组 63 0.45±0.14 0.41±0.13 0.65±0.14 0.52±0.13 0.62±0.19 0.49±0.18

t 0.335 0.414 0.372 0.430 0.302 0.657

P 0.738 0.679 0.710 0.667 0.762 0.511

干预后 对照组 62 0.49±0.19 0.48±0.11 0.63±0.18 0.50±0.14 0.56±0.08 0.48±0.19

观察组 63 0.71±0.16* 0.65±0.16* 0.43±0.14* 0.37±0.14* 0.38±0.11* 0.41±0.15*

t 6.997 6.932 6.927 5.191 10.475 2.28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224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MUNSH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例数 PA NA PE NE 总幸福度

干预前 对照组 62 4.82±2.59 5.06±2.53 6.53±2.37 5.57±2.76 26.87±6.51

观察组 63 4.73±2.64 5.13±2.69 6.42±2.75 5.42±2.63 26.39±6.72

t 0.192 0.150 0.240 0.311 0.406

P 0.847 0.881 0.811 0.756 0.685

干预后 对照组 62 5.23±1.39 4.86±2.16 7.18±2.41 5.29±2.49 28.13±5.26

观察组 63 6.07±1.75* 3.92±2.37* 8.39±2.52* 4.36±2.67* 33.72±5.13*

t 2.974 2.318 2.744 2.014 6.014

P 0.003 0.020 0.006 0.044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妊娠 16 例占 25.81％，对照组

妊娠 4 例占 6.3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8.802，P=0.003）。

3　讨论

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6］，患者易发

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降低其主观幸福感［7］。

积极心理学是关注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以积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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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引导积极行为，从而获得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

团体辅导是指在众人形成的特定的团体情境下，借

助团体的力量，促进团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互助，

以增强治疗效果。

本文发现，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

小于对照组，说明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采用积极

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可改善患者情绪。团体

辅导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不孕症妇女患者提供了安全、

轻松、平等和尊重的氛围，积极心理学导向使患者

感受到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带来的友爱和尊重，让

参与患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我剖析和学习，找

出导致其产生负性情绪的原因，并通过与辅导老师

和其他患者一起讨论学习正确的应对措施，在解决

自身问题时也有助人的快乐体验，树立了患者面对

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增强了患者的自尊心，从而改

善改善不孕症妇女从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提高

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与向玉华等［8］的研究

结果一致。

本文还发现，干预后，观察组解决问题和求助

应对方式评分大于对照组，观察组自责、幻想、退

避和合理化应对方式评分小于对照组，说明排卵障

碍性不孕症妇女采用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方

法可改善患者应对方式。团体辅导为参与患者搭建

了一个互相信任的治疗环境，积极心理学导向让参

与患者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进行互动，表述内心的

想法，找出导致患者消极应对方式的原因，与辅导

老师和其他参与患者一起讨论学习有效的应对方法

和措施，降低消极应激，激发积极情绪，从而促进

患者积极应对方式的养成。本研究与赵晏等［9］的研

究结果一致。

本文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PA、PE

和总幸福度大于对照组，观察组 NA、NE 小于对照

组，说明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妇女采用积极心理学导

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可增加患者主观幸福感。通过团

队辅导中人际关系的作用，参与患者共同参加活动，

彼此进行交流和互动，当团队形成凝聚力时，参与

患者会有归属感，积极心理学导向使参与患者可以

进行一系列的互动，内心表达，学习新事物解决日

常遇到的问题。团体辅导式积极心理干预通过采取

一些列干预措施，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症状，促

进了患者的健康状况，并促进了患者积极应对方式

的养成，培养患者自信、乐观等积极品质，提高不

孕症妇女患者的幸福感。本与唐惠艳等［10］的研究结

果一致。本文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妊娠率大

于对照组，说明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团体辅导方法可

提高妊娠率，这可能是因为患者的心理调节能力增

强，情绪得到改善，因此患者生殖内分泌功能得到

改善有关。本研究与孟丽萍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观察指标比较简单，今后的

研究应寻求更多维度的指标来综合反映患者的身心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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