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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对门诊胎心监测异常孕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唐海花 、 王宇波 、 卢　玲 、 胡春丽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对门诊胎心监测异常孕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经门诊诊断胎心监测异常的孕妇 78 例，按照就诊顺序编

号，采取随机数表法将纳入研究的孕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每组 39 例，给予对照组孕妇心

理疏导，给予观察组孕妇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比较两组孕妇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评量表（SAS）、意外事件影响量表（IES-R）及三维筛选评估模型（TAS）评分，比

较两组孕妇妊娠方式及新生儿阿氏评分（Apgar）。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孕妇 SDS、SAS 评分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P< 0.05）；观察组 IES-R 及 TAS 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显著较低（P< 0.05）；观察组顺产

率为 51.28％较对照组 23.08％显著较高（P< 0.05），剖宫产率为 38.46％较对照组 64.10％显著较低

（P< 0.05）；观察组新生儿评分在 8-10 分数段的概率为 71.7％较对照组 48.72％显著较高（P< 0.05）。

结论　给予门诊胎心监测异常孕妇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能显著改善孕妇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有利于孕期状态稳定，孕妇剖宫产率降低，有利于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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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model intervention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mental statu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abnorm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TANG Haihua，WANG Yubo，LU 
Ling，et al. Hanzhong City Central Hospital，Obstetrics and Hynaecology，Hanzhong 72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model intervention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mental statu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abnorm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Methods Totally 78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abnorm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6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research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with 39 cases. The pregnant wom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while the pregnant women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model intervention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Triage Assessment Model（TAS）and Impact of Event Scale-Re-

vised（IES-R）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AS，SDA，TAS 

and IES-R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he interven-

tion，the rate of vaginal delivery in resear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
sion The 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model intervention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us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bnorm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Key words】Psychological counseling；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model intervention；Abnormal fetal heart moni-

toring；Ment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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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的变化反应胎儿的储备能力和健康状态，

通过胎心监护能及早发现并处理胎儿窘迫等情况，

对胎儿结局的预测有重要的作用［1，2］。胎儿胎心监测

异常常会给孕妇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不利于孕妇

和胎儿的预后，因此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很有

必有［3］。我们选取门诊胎作者心监测异常孕妇 7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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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予心理疏导和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经门诊诊

断胎心监测异常的孕妇 78 例，按照就诊顺序编号，

采取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每组 39
例。观察组年龄 21～35 岁，平均年龄（28.21±5.34）
岁，孕周 35～42 周，平均（38.51±3.14）周；对照

组年龄 22～36 岁，平均年龄（28.63±5.27）岁，孕

周 35～42 周，平均孕周（38.52±3.09）周。纳入标

准：（1）均为单胎初产妇；（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3）未发生任何妊娠合并症；（4）对此次研究知情

并能严格遵照医院护理干预者。排除标准：（1）有

严重心血管疾病病史者；（2）既往有精神病病史者。

胎儿胎心监测异常诊断标准：（1）排除母亲发热或

因药物使用等外因导致的胎心率基线持续＜ 120bpm

或＞ 160bpm；（2）细变异振幅，每分钟频率≤ 2 次

/min 基线振幅＜ 5bpm；（3）频发早期减速，减速

＜ 100 次 /min；（4）出现频发晚期减速，频率超过宫

缩的 20％；（5）重复变异减速，频率超过宫缩 30％

或减速最低达到 60 次 /min。

1.2　方法 

对照组：对孕妇实施心理疏导，由受过专业培

训的相关医治人员与孕妇进行沟通交流，与其建立

良好的信任关系，进行心理疏导时可以请孕妇家属

一起参与。（1）心理诊断：在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

基础上，详细全面的了解孕妇基本情况，包括情绪、

个性等，了解孕妇目前所担心的问题，明确孕妇非

理性的观念、负面情绪反应以及行为表现。（2）理解：

理解孕妇在胎心监测异常后心理压力大、精神负担

重的精神症状，护理人员应通过积极的交流让孕妇

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表现，引

导孕妇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信念对心理状

态的影响。（3）疏导：向孕妇分析导致胎儿胎心监测

异常的相关影响因素，让产妇了解到不良的情绪也

会影响胎心监测结果，胎心监测异常并不代表着一

定会发生难产或早产的情况，保持良好的心态，为

胎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更有利于婴儿的顺利诞

生。指导孕妇以愉悦、良好的心态面对现实。（4）家

庭帮助。教育孕妇家庭成员学会引导、安慰、关怀

孕妇，在精神上给予鼓励，情感上给予理解，可以

通过生活中的照顾让孕妇感受到家庭的支持与关爱。

观察组：在对照组心理梳理的基础上联合知信行模式

干预。（1）知识：根据不同孕妇的实际情况为其设计

具有个性化的孕期知识教育计划，可以通过发放知

识手册、举办小型讲座的方式让孕妇清楚的了解到

影响胎心监测异常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在常规宣

教过程中，宣讲人员不应过分夸大不良事件发生率

及不良影响，以避免加剧孕妇的负面情绪。（2）信念

（态度）：护理人员与孕妇进行深入的交谈，全面掌

握孕妇担心的问题以及知识点盲区，针对性的开展

健康教育宣教，避免不确定感带来的恐惧感，积极

寻求孕妇家属的支持，通过家庭成员无微不至的关

心降低孕妇心理应激反应，保持孕期心态平和。（3）
行为：对于胎心监护异常孕妇给予有效的干预，对胎

儿各项指标进行定期的监测，可以指导孕妇进行放

松训练。对两组孕妇进行干预时长每次 20～40min，

每周进行 2～3 次干预，干预维持至产妇生产前 1 个

星期。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孕妇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自评量表

（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SDS 和 SAS 评

分表分别设有 20 项，均采取 1-4 分四级评分制，1
分表示很少出现，2 分表示偶尔出现，3 分表示经

常出现，4 分表示一直存在，评分越高，表明患者

抑郁、焦虑情绪越严重。②比较两组孕妇干预前后

意外事件影响量表中文版（IES-R）评分及三维筛选

评估模型（TAS）评分。IES-R 量表共分为逃避、侵

扰、唤醒 3 个维度共 22 个条目，采取 0-4 分五级评

分标准自评，0 分表示没有影响，1 分表示稍微有一

点影响，2 分表示有影响，3 分表示影响较大，4 分

表示影响大，分值越高表明该事件对自评者生活的

影响越大。TAS 量表共分为情感、认知、行为 3 个

维度，每个维度又细分为 3 个条目，每个维度总计 6
分，由专业人员根据受访者损害程度评分，1 分表示

无损害，2-3 分表示轻微损害，4-5 分表示轻度损害，

6-7 分表示中等损害，8-9 分表示显著损害，10 分表

示严重损害。③比较两组孕妇妊娠方式及新生儿阿

氏评分（Apgar）。Apgar 评分根据新生儿出生后肌张

力、脉搏、刺激反应、肤色、呼吸五个方面进行评估，

满分 10 分为正常新生儿，7 分以下考虑轻度窒息，4
分以下考虑重度窒息。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n，％）表示，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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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正常情况下，孕妇在怀孕后的第 37 周开始每周

需进行一次胎心监护，胎心监护通过对胎儿中枢神

经系统心脏调节功能的监护，能分辨胎心瞬时的变

化，电子胎心监护仪能通过信号描绘出瞬间胎心变

化所形成的监护图形曲线，根据胎动时胎心的反应

可以对胎儿是否发生缺氧情况进行判断［4］。胎儿宫

内缺氧即发生胎儿窘迫，会造成代谢的改变，从而

危及胎儿的生命健康，胎儿窘迫是导致新生儿窒息

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5，6］。胎儿胎心异常会导致孕妇

出现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消极情绪会使

孕妇机体心率加快、呼吸急促、肺内气体交换不足，

不利于孕期胎儿的稳定，负面情绪会延长生产时产

程，促使内分泌发生变化，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使

产妇收缩增强，疼痛感加剧，剖宫产率增加，胎儿

功能窘迫和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增加［7，8］。因此对胎

（x±s）表示，组间对比进行 χ2 检验和 t 值检验，以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妇护理干预前后 SDS、SAS 评分比较 

与干预前比较，两组孕妇的 SDS、SAS 评分均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观察组孕妇 SDS、SAS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孕妇干预前后 IES-R 评分及 TAS 评分

比较 

两组孕妇干预后 IES-R 及 TAS 各项评分较干预

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观察组 IES-R 及 TAS 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显著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分娩结局比较 

观察组顺产率为 51.28％较对照组 23.08％显著

较高，观察组剖宫产率为 38.46％较对照组 64.10％

显著较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

儿评分在 8-10 分数段的概率为 71 .7 ％较对照组

48.72％显著较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1　两组孕妇护理干预前后SDS、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9.24±4.22 45.23±4.68▲ 58.41±5.32 42.62±4.03▲

对照组 59.47±4.35 52.27±4.26▲ 58.14±4.63 47.95±4.84▲

t 0.237 6.947 0.239 5.285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孕妇干预前后IES-R评分及T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IES-R TAS

逃避 侵扰 唤醒 情感 认知 行为

观察组 干预前 15.39±1.68 13.41±1.18 13.56±1.76 6.23±0.47 6.17±0.63 6.27±0.51

干预后 8.11±1.23▲ 6.47±1.06▲ 6.08±0.87▲ 3.14±0.36▲ 3.12±0.38▲ 3.43±0.45▲

对照组 干预前 15.42±1.64 13.44±1.21 13.63±1.58 6.24±0.42 6.23±0.68 6.31±0.47

干预后 11.39±1.27▲* 10.38±1.12▲* 11.02±0.92▲* 4.62±0.38▲* 4.63±0.41▲* 4.62±0.4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观察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分娩结局比较（n，%）

组别 例数
分娩方式 新生儿Apgar评分

顺产 阴道助产 剖宫产 0-3分 4-7分 8-10分

观察组 39 20（51.28） 4（10.26） 15（38.46） 1（2.56） 10（25.64） 28（71.79）

对照组 39 9（23.08） 5（12.82） 25（64.10） 4（10.26） 16（41.03） 19（48.72）

χ2 6.642 0.126 5.132 1.923 2.077 4.33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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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监测异常孕妇有效的护理干预，调整孕妇心理状

态具有重要意义。

知信行模式是改变健康相关行为的常用模式，

即在掌握相关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帮助患者建立起

积极、正确的态度和信念，付诸于行动，解决目前

的面临的问题［9］。吴智萍等［10］研究者认为，改变孕

妇的个人行为、情感状态需要逐步完成，通过理论、

认知，最后加以实践能保证孕妇提高对相关知识的

了解程度，提高孕妇的依从性，改善其心理状态。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经过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

模式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DS、SAS 评分较对照组

显著较高，通过有效的干预孕妇对胎心异常影响因

素、可能造成的结果及临床处理方法有了正确的认

识，孕妇能以更稳定的情绪接受检查和治疗。观察

组 IES-R 及 TAS 各项评分较对照组显著较低，孕妇

不良情绪得到控制，不合理的情绪和信念得到改变，

能以更平稳的心态配合医护人员寻找解决胎心异常

的方法。观察组患者顺产率较对照组显著较高，剖

宫产率较对照组显著较低，新生儿 Apgar 评分优于

对照组，良好的情绪有利于妊娠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心理疏导联合知信行模式干预对门

诊胎心监测异常孕妇心理状态有积极的影响。必须

指出，本研究样本较少，样本也都来源于一所医院，

因此还需要更大样本，更多医院的研究来验证我们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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