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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孕产妇的妊娠结局及产后抑郁状况的影响

靳宝兰 、 刘亚玲 、 鱼　海 、 张　丽

【摘要】目的　 研究孕产妇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其妊娠结局及产后抑郁状况的影响。方法　以

2012 年 3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妇产科分娩的 70 例孕产妇为对照组。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期间于我院妇产科分娩的 100 例孕产妇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比分析两组的妊娠结局、产后 5 天与 3 周

后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产后出血率与剖宫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产后 5 天以及产后 3 周，观察组患者的 EPD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且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为孕产

妇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孕产妇的妊娠结局，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是临床效果显著的护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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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gnant outcomes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of preg-
nant women　JIN Baolan，LIU Yaling，YU Hai，et al. Central Hospital of Baoji，Baoji 72100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gnant outcomes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of pregnant women. Methods　From March 2012 to December 2013，70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From Jan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6，100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while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one. 

Observing and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outcome，scores of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

sion Scale （EPDS） 5 days and 3 weeks after delivery. Results　The the natural childbirth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rate and cesarean s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EP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regnant 

wome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maternal pregnancy outcomes，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t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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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属于孕产妇分娩后出现的心理障碍，

而多在产后 2～3 周发展成严重的自杀等倾向［1］。产

后抑郁患者不仅影响到自身的心理状态，还影响着

患者的妊娠结局。心理护理是当前治疗和缓解孕产

妇产后抑郁状况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次研究对孕产

妇的心理护理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究了孕产妇心理

护理在妊娠结局以及产后抑郁状态的影响。现介绍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3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在

我院分娩的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共有 70 例，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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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同时，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期间，于我院妇产科分娩的孕产妇为观察组

研究对象，共有 10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20～33
岁，平均（25.4±3.4）岁；观察组患者的年龄 20～32
岁，平均（24.8±3.5）岁。排除标准：妊娠高血压

患者、伴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患者，胎儿有先天性心

脏病者、认知功能障碍者，配合很差者。两组患者

均为足月分娩，基本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差异性

（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包括遵医嘱

给予对症护理、遵医嘱给予药物治疗，向患者讲述

分娩后的各项注意事件，并针对患者的问题做好心

理护理干预。产前给予常规检查，告知可能会出现

的不适情况，引导患者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应对分娩，

分娩过程中告知患者配合的方法，产后鼓励患者尽

早给予哺乳，鼓励产妇进行康复训练，保持心情愉

悦等［2］。

1.2.2　观察组　患者需要在对照组基础护理干

预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具体方法介绍如

下：

（1）加强与产妇的沟通交流  充分利用每一次的

治疗机会，与患者进行有效交谈，了解孕产妇的真

是想法，鼓励产妇倾诉自身的痛苦或不适，给子患

者情感支持［3］。通过有效的沟通交流，对孕产妇的

负性情绪进行分析评估，并积极帮助患者进行解决。

（2）健康宣教  根据患者的入院基本资料，了解

患者所需要的健康宣教情况。根据患者的性格以及

文化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健康宣教方案，可以

向患者采用文字或口头讲述的方式，讲述分娩前后

以及分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帮助产妇建立系

统的理论体系，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也可以采用

视频、图片的形式，向患者介绍分娩的相关知识以

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

患者的配合程度［4］。

（3）给予社会支持  向患者家属讲述社会支持的

重要作用，多给予孕产妇心理方面的支持，并满足

孕产妇物质方面的需求［5］。多给与孕产妇以关心和

爱护，让孕产妇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温暖，增

强患者自信心。

（4）身心放松训练  结合舒缓的纯音乐指导患者

在每日早晚进行冥想训练，每次的时间为 20min，以

全面放松身心［6］。完成后指导患者进行肌肉放松训

练，按摩并帮助患者放松身体肌肉，进行有规律的

身体放松训练，时间与次数同冥想训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包括患者的分娩方

式、产后出血情况［7］。同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

表（EPDS），分别在患者产后 5 天以及产后 3 周评价

孕产妇的抑郁指标。EPDS 量表满分为 30 分，若评

分 <9，则无产后抑郁；若 13 ＞评分≥ 9，则为具有

产后抑郁症状，若评分≥ 13 分，则诊断为产后抑

郁［8］。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

研究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

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出血率与剖空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自然分娩 剖宫产 产后出血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100

70

79（79.00）

45（64.29）

4.5170

0.0336

21（21.00）

25（35.71）

4.5170

0.0336

3（3.00）

9（12.86）

6.0983

0.0135

2.2 产后 5d 两组患者的 EPD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后 5 天 EPDS 评分，可见无产后抑郁的

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具有产后抑郁症状的患

者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可以诊断为产后抑郁的患者比例低于对

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产后5d两组患者的EP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9 13＞EPDS≥9 ≥13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100

70

84（84.00）

47（67.14）

6.6188

0.0101

16（16.00）

21（ 38.57）

11.1018

0.0009

0

2（2.86）

2.8912

0.0891

2.3　产后 3 周两组患者的 EPDS 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后 3 周 EPDS 评分，可见无产后抑郁

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具有产后抑郁症状及

可以诊断为产后抑郁症的患者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

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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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产后3周两组患者的EP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9 13＞EPDS≥9 ≥13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100

70

83（83.00）

37（52.86）

18.0204

0.0000

15（15.00）

21（30.00）

5.5504

0.0185

2（2.0）

12（17.14）

12.4942

0.0004

3　讨论

孕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的初期，患者的临床症状

相对轻微，而发展到产后 3~4 周时，患者的抑郁症

状就会明显，往往出现心情低落，烦躁不安，悲观

消极，躯体不适，饮食睡眠不好。产后抑郁对于孕

产妇以及新生儿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对

孕产妇的妊娠结局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临床当中，

对孕产妇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患

者的妊娠结局以及产后抑郁具有重大意义。患者的

产后抑郁症状与多种复杂的因素有关，其中社会家

庭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是影响患者产后状况

的主要方面［9］。对患者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

需要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并了解患者的

社会家庭背景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进行针对性的心

理护理干预［10］。

在护理工作中，需要关注产前监控与护理工作，

并注重对患者产后心理的调节。产后患者的生理发

生较大变化，体内的激素分泌情况改变，容易引发

焦虑、抑郁情绪［11］。而产后孕产妇的心理压力增加，

照顾婴儿会导致产妇睡眠不佳，精神萎靡、食欲不

振等。以上多种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孕产妇在产后出

现抑郁体验。本次研究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了针对性

的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和健

康教育，便于发现患者的心理顾虑和烦忧，同时通

过社会支持，为患者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通过身

心放松训练，减轻紧张情绪的体验等［12］。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的在生产方式上多采用自然分娩，产后

出血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抑郁量表

评分显著下降，抑郁的症状较轻。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有 2% 的患者出现抑郁症状，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的 17.14%。表明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能降低患者

的产后抑郁发生率。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能改

善患者的妊娠结局，对于自然分娩率提高有显著帮

助。且能降低患者的产后抑郁评分以及产后以及产

后抑郁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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