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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心理干预对初产妇精神状态、分娩方式和产后出血的影响

李庆书 、 李庆平 、 冉约曼 、 王文玉 

【摘要】目的　探讨产前心理干预对产妇精神状态、分娩方式和产后出血的影响。方法　将来我

院分娩的 180 例初产妇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0 例。对照组产妇接受常规产前护理，观察

组产妇在此基础上接受针对性心理护理，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初产妇不良情绪诱发原因较多，

其中恐惧分娩和疼痛、担心胎儿存在畸形与顺产信心不足所占比例较高；经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产

妇产前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剖宫产率和产后出血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产妇出院时护理总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常规产前护理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产前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

善产妇精神状态，降低剖宫产率和产后出血率，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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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natal psychological care on mental state，delivery way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prim-
ipara　　LI Qingshu，LI Qingping，RAN Yueman，et al.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in Dazu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qing，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natal psychological care on mental state，delivery way and post-

partum hemorrhage of primipara. Methods　180 cases of primipar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9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9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prenatal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renat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routine prenatal care. The nursing efficacy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many causes of bad emotion of primipara，in which the fear of childbirth and pain，fear of 

fetal malformation and lack of confidence in natural childbirth had higher proportion；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anxi-

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rate of natural deliver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the rate of cesarean section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

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en discharge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renatal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prenatal nursing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of primipara，reduce cesarean section 

rate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rate，and 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as well.

【Key words】 Prenatal psychological care；Mental state；Delivery way；Postpartum hemorrhage

临床研究表明，女性怀孕后生理和心理会发生

巨大改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产妇精神状态会发

生明显波动，行为也随之受到影响［1］。有专家指出，

临产和分娩是一种严重心理刺激，加之产妇入院后

环境发生改变，容易产生对分娩的恐惧以及对胎儿

健康的担忧等不良情绪，一方面会影响产妇分娩方

式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体内激素的分泌，容

易对子宫收缩、产程时间等产生影响，不利于母婴

预后［2］。因此，关注产妇产前心理状态，积极实施

有效的护理干预对改善母婴结局有重要意义。我院

针对上述情况总结了一套科学可行的产前心理干预

措施，在改善产妇精神状态、分娩方式和产后出血

［作者工作单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40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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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具体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来我院分娩的 180
例产妇纳入本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90 例，观察组年龄为 22~34
岁，平均年龄为（27.37±4.42）岁，孕周 37~42 周，

平均（39.25±1.64）周，学历：小学 10 例、初中 22
例、高中或中专 38 例、大专及以上 20 例；对照组年

龄为 22~34 岁，平均年龄为（27.41±4.51）岁，孕

周 37~42 周，平均（39.28±1.57）周，学历：小学 11
例、初中 20 例、高中或中专 40 例、大专及以上 19
例。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及学历等资料具有可比

性（P>0.05）。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产妇和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已婚健康初产妇；单胎，头位；B 超

检查显示胎儿正常，无剖宫产指征；流产次数少于 2
次；骨盆和软产道正常。排除标准：合并妊娠期合并

症或并发症者；合并其他慢性基础疾病或免疫性疾病

者；有家族遗传病史者；既往有手术史者。

1.3　方法

对照组产妇接受常规产前护理，包括营造温馨舒

适病房环境、健康知识宣教、饮食指导、一般心理疏

导、基础护理、分娩技巧指导以及分娩前准备等。

观察组产妇在此基础上接受针对性心理护理：

①通过调查问卷掌握产妇产前心理状态和导致不良

情绪的原因，以此为依据明确产妇的心理需求，拟

定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措施。②小课堂心里讲座。

通过小课堂的形式向产妇讲解分娩相关知识，提高

产妇对分娩相关知识的掌握度，让产妇有充分的心

理准备，耐心解答产妇的疑惑消除其疑虑和担忧，

增强分娩信心［3］。③家属心理护理技巧培训。通过

讲座或小课堂的方式组织产妇家属进行统一围产期

心理护理技巧培训，让家属了解心理状态对母婴预

后的影响，指导其学会正确关怀和鼓励产妇，用语

言诱导产妇消除心理压力等，让产妇充分体会到家

庭温暖。④专职护士全程陪同。由产科专职护士对

产妇进行一对一全程陪护，消除产妇的陌生感和不

安感，为产妇全程进行健康指导，满足其被关怀的

心理诉求，产程中注意密切关注产妇精神状态，通

过产程中与产妇进行语言交流正确引导其情绪状态，

对紧张、焦虑者积极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鼓励产

妇配合助产士完成分娩［4］。⑤音乐放松与呼吸调整。

产前 1~3d 通过听音乐和调整呼吸帮助产妇放松身体

和精神，提高舒适度和睡眠质量，使其做好充足的

分娩准备。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产前精神状态、分娩方式、产后

出血发生率以及出院时护理满意度情况。

精神状态评估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

自评量表（SDS）［5］，二者各包含 20 个评估条目，计

算总分，SAS ≥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SDS ≥ 53 分表

示存在抑郁，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抑郁情况越严重。

护理满意度使用我院自制问卷进行调查，由产

妇自主填写非常满意、满意或不满意三类，总满意

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分析

统计软件使用 SPSS 19.0，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两个独立样

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数据用

百分率（n，％）表示，采用卡方（χ2）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产妇不良情绪诱发原因调查

恐惧分娩和疼痛、担心分娩或手术安全性、顺

产信心不足、担心分娩时无人陪护、担心产后并发症

发生、担心探视受到限制，家人无法陪伴、担心胎

儿存在畸形、担心胎儿性别、缺乏新生儿喂养知识、

害怕体型改变等影响夫妻关系等均为引发产妇产前

不良情绪的主要原因，其中恐惧分娩和疼痛、担心

胎儿存在畸形与顺产信心不足比例最高，见表 1。
表1　观察组产妇不良情绪诱发原因调查（n，％）

不良情绪诱发原因 不担心 较担心 非常担心

恐惧分娩和疼痛 4（4.44） 1（1.11） 85（94.44）

担心分娩或手术安全性 5（5.56） 11（12.22） 74（82.22）

顺产信心不足 2（2.22） 7（7.78） 81（90.00）

担心分娩时无人陪护 7（7.78） 12（13.33） 71（78.89）

担心产后并发症发生 6（6.67） 13（14.44） 71（78.89）

担心探视受到限制，家人无法陪伴 8（8.89） 20（22.22） 62（68.89）

担心胎儿存在畸形 1（1.11） 4（4.44） 85（94.44）

担心胎儿性别 5（5.56） 14（15.56） 71（78.89）

缺乏新生儿喂养知识 3（3.33） 7（7.78） 80（88.89）

害怕体型改变等影响夫妻关系 3（3.33） 7（7.78） 80（88.89）

2.2　两组产妇产前精神状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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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入院时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经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产妇产前 SAS

和 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产妇产前精神状态比较（x±s，分）

分组 SAS SDS

观察组（n=90） 34.27±4.16* 35.92±4.33*

对照组（n=90） 42.55±5.62 44.80±5.89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3　两组产妇分娩方式选择及产后出血情况比较

观察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剖宫

产率和产后出血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产妇分娩方式选择及产后出血情况比较（n，％）

分组 自然分娩 助产 剖宫产 产后出血

观察组（n=90） 65（72.22）* 5（5.56） 20（22.22）* 2（2.22）*

对照组（n=90） 50（55.56） 8（8.89） 32（35.56） 9（10.00）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4　两组产妇出院时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产妇出院时护理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产妇出院时护理满意度比较（n，％）

分组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90） 65（72.22）* 23（25.56） 2（2.22）* 88（97.78）*

对照组（n=90） 41（45.56） 39（43.33） 10（11.11） 80（88.89）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论

调查研究显示，超过 60％的产妇在妊娠期存

在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而此情况在分娩前增加

至 75％以上［6］。临床研究表明，产妇产前不良精

神状态容易导致精神心理问题出现，同时也会影响

产妇内分泌水平，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子宫收缩异

常等不良情况，容易增加产后出血和难产风险［7］。

Steen 等［8］的研究指出，初产妇因无妊娠分娩经验，

对分娩方式和疼痛的认知不足，容易过分焦虑和恐

惧而产生不良情绪状态，从而影响其心率、呼吸以

及导致儿茶酚胺等物质分泌紊乱，造成神经肌肉功

能障碍，导致产力下降、宫口扩张受阻，胎先露部

下降受阻，产程延长，部分产妇被迫选择剖宫产。

Giurgescu 等［9］的研究也证实，产妇产前过度紧张焦

虑会导致 5- 羟色胺大量分泌，增加产时疼痛，同时

也会导致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下降，造成产程中子宫

收缩乏力、产程延长，导致新生儿窒息、产后出血

以及剖宫产风险大增。因此，合理调控产妇产前精

神状态对改善母婴预后有重要价值。

国内外研究报道指出，诱发产妇产前心理问题

的因素较多，分娩刺激、家庭因素、产妇自身因素

等均为诱发精神状态异常的危险因素［10，11］。本研究

中通过调查发现，产妇在恐惧分娩和疼痛、担心分

娩或手术安全性、顺产信心不足、担心分娩时无人

陪护、担心产后并发症发生、担心探视受到限制，

家人无法陪伴、担心胎儿存在畸形、担心胎儿性

别、缺乏新生儿喂养知识、害怕体型改变影响夫妻

关系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担心，其中恐惧分娩和疼

痛、担心胎儿存在畸形与顺产信心不足所占比例较

高，均超过 90％。可见产妇对分娩知识和产房制度

了解度不足，在家属陪护、分娩时护士陪护、情感

支持、分娩时适当镇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心理需求。

针对上述情况我院采取分娩知识讲解、产房制度调

整、音乐放松与呼吸调整、产程陪护以及疼痛管理

等护理措施，全方位消除产妇的紧张焦虑感，给予

其情感支持和更全面的家庭支持，提高其舒适度和

安全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实施产前针对性心理干

预后，观察组产妇在临产前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剖

宫产率和产后出血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出院时护理

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见针对性心理干预能

够满足产妇产前心理需求，改善其心理状态，从而

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和产后出血风险，也

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

总之，产前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

产妇精神状态，降低剖宫产率和产后出血发生率，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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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护患关

系的建立。

综上所述，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

降低颅脑外伤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有利

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和谐护患关系的建立，可

在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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