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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式护理对存在产前焦虑抑郁的初产妇干预效果的研究

张　莉 、 张　璐 、 郭　芳 、 林　茜 、 袁文秀

【摘要】目的　探讨聚焦式护理干预对产前具有焦虑、抑郁状态初产妇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120 例产前焦虑、抑郁的初产妇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

开展聚焦式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简

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分及分娩结局。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 SAS、SDS 评分及 SCSQ 量表中消

极应对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SCSQ 量表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试

产率、顺产率及新生儿 1min Apga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产后出血量、VAS 评分及产后泌乳始动时

间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聚焦式护理有利于减轻初产妇产前焦虑抑郁状态，改善分娩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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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on primiparous women with pre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ZHANG Li，ZHANG Lu，GUO Fang，et al.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on primiparous women with pre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rimiparous women with pre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6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The Zung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scores 

and the outcome of deliver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SAS，SDS 

and negative coping of SCS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positive coping score of SCSQ sc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The rate of choose trial-produce，natural 

delivery，neonatal Apgar score at 1 minu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postpartum bleeding，VAS score and initial time of lact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 

Conclusion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can alleviate the pre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rimiparous women，which 

can also improve the outcome of delivery.

【Key words】 Prenatal anxiety；Prenatal depression；Primipara；Solution-focused nursing

初产妇由于缺乏妊娠分娩经历及相关保健知识，

往往存在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以焦虑、抑郁

情绪最为常见。高水平的产前焦虑、抑郁情绪可引

起产妇神经内分泌紊乱，增加早产、宫缩乏力、产

程延长、胎儿窘迫及产后出血等并发症风险［1］。因

此，加强初产妇产前心理护理对改善分娩结局意义

重大。聚焦护理模式是一种新型临床干预模式，在

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强调以人为中心，帮助个体提高

适应能力并促进心理康复，充分利用个体自身资源

并激发其潜能，从而改善患者不良情绪及生产结

局［2］。本研究将聚焦护理模式应用于初产妇的产前

护理，获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基金项目］子癫痫期发病中，生长分化因子 -15 作用原理（编号：2014WS0213）。

［作者工作单位］青岛市立医院（东院）（青岛，266071）。

［第一作者简介］张莉（1981.01-），女，山东青岛人，本科，护师，研究方向：产科护理。

［通讯作者］袁文秀（Email：zwt1666@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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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件后，收集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在我院定期产检并住院

的具有产前焦虑、抑郁状态分娩的初产妇 120 例。

入选标准：（1）单胎、初产妇；（2）孕周 28~30
周；（3）年龄 20~35 岁；（4）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ICD-10）中关于焦虑症的诊断标准，且入组时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50 分或抑郁自评

量表（SDS）评分≥ 53 分；（5）既往身体健康，确定

妊娠后定期产检且躯体情况无异常；（6）认知功能、

意识状态、视听功能及语言沟通能力正常；（7）孕

妇及其家属均自愿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1）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者；（2）具有严重妊

娠并发症或合并症者；（3）脏器功能障碍、急性感

染者；（4）近期重大家庭变故而影响精神心理状态

者；（5）既往认识功能障碍、精神障碍病史者。将

初产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 60 例。观察组年龄 20~35 岁，平均（27.68±3.54）
岁；受教育年限 6~22 年，平均（13.34±2.12）年；人

流次数 0~5 次，平均（2.23±1.02）次。对照组年龄

20~35 岁，平均（28.02±3.71）岁；受教育年限 6~22
年，平均（13.11±2.05）年；人流次数 0~6 次，平均

（2.31±0.72）次。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产科护理，包括症状护理、饮

食与休息指导、体重管理、健康宣教、心理指导等。

观 察 组 在 对 照 组 基 础 上 实 施 聚 焦 式 护 理 ，

30~60min/ 次，孕 35 周以前，1 次 /2 周，此后为 1 次

/ 周，两组均干预至分娩。聚焦式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1.2.1　人员培训　由研究者及 3 名经验丰富的

护理人员共同参与聚焦式护理干预，干预前成员均

接受系统的孕产期相关知识、护理伦理学、心理学、

美学、沟通技巧以及聚焦式护理等知识的培训，熟

练掌握干预方案的实施程序、步骤、方法及技巧并

考核合格。

1.2.2　干预步骤　按照 5 个阶段实施聚焦式护

理：（1）问题描述：与孕妇及其家属沟通交流，评估

其心理状态及产前面临的生理及心理问题，了解其

自我解决方式，引导其客观分析目前自身在解决此

类问题方面的潜力或资源，予以安慰、鼓励和支持，

增加其解决问题的决心。例如对临产前担心分娩不

适、疼痛等孕妇，可提问：近期如何渡过担忧焦虑阶

段？如何缓解自我焦虑、抑郁？自我缓解效果？亲

友中有无关注或提供帮助解决焦虑、抑郁的方法？

（2）目标建立：积极与孕妇沟通交流，探讨产妇对

解决当前心理问题的预期效果。例如引导孕妇想象

在无焦虑、抑郁或恐惧等情况下，其妊娠状态有何

改变。鼓励其表达内心真实想法，并具体建立合理

目标，并以此为动力鼓励孕妇正视自己的心态，并

主动调节负性情绪。或假设分娩并不如想象那般恐

惧和疼痛，而属于正常生理现象，对母婴均无影

响，你此时的状态如何？可能采取何种应对方法？

孕妇可能表示安心，心理负担减轻，分娩信心增强

等。（3）例外探查：建立明确的目标后，探查孕妇近

期有无特殊问题或情况，是否得到妥善解决，解决

方法及解决时的身心状况，引导孕妇认识到在通过

自身努力可是的生产过程及结局获得改善。通过不

断进行例外探查，帮助孕妇自己寻找并形成有效解

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或途径。例如询问孕妇近期是否

感觉焦虑、抑郁情绪较为严重，但偶尔感觉有所缓

解？缓解焦虑、抑郁情绪的方法？通过提问引发孕

妇的自我思考，寻找有效方法防止“例外状态”的再

发，从而缓解焦虑、抑郁情绪。（4）正性反馈：根据

上述探讨，引导孕妇充分挖掘自身优势、资源等，

及时肯定、表扬或鼓励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增强其

完成目标的信心，进一步改善其心理状态。同时配

合深度提问以细化心理目标，增强干预效果。例如：

以 0～10 分代表焦虑、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表示焦

虑、抑郁越严重，你当前的状态能够评多少分？过

去什么时候不那么焦虑、抑郁？不那么焦虑、抑郁

时能够评多少分？以加深孕妇自我解决问题的决心

和信心。（5）效果评价：继续采用深度提问技术引导

孕妇细化目标，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努力实现自

我计划和目标，及时评价和充分肯定孕妇的努力和

成效，引导其进行经验总结，在出现新的问题情况

下帮助其重新构建目标，以便进一步接近自我目标。

例如：你对分娩过程及分娩结果有何担忧？如何自我

解除？你对自己解决上述担忧的信心如何？同样采

取数字评分法，0~10 分表示信心程度，并根据孕妇

的自我评分予以赞扬和鼓励，进一步增强其自我解

决信心。

1.3　观察指标

（1）干预前（入组时）及干预后（临产前）采用

SAS 量表和 SDS 量表评价焦虑、抑郁情绪，临界值

分别为 50 分、53 分，得分越高则焦虑、抑郁情绪越

严重；（2）采用应对方式问卷（SCSQ）［3］评价应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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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分娩结局比较

观察组试产率、顺产率及新生儿 1min Apgar 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产后出血量、VAS 评

分及产后泌乳始动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4。

3　讨论

妊娠是育龄期女性正常的、自然的生理现象，

同时也是一个应激事件以及创伤过程，故产妇产前

多具有明显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生理应激反应主

式，积极应对量表得分越高越高，消极应对量表得

分越低越好；（3）统计两组试产率、分娩方式、新

生儿出生 1min Apgar 评分、产后出血量及泌乳始动

时间，产后 48h 采用视觉疼痛模拟量表（VAS）评价

自然分娩产妇的产后疼痛度。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以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以

率或百分比（n，％）表示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明显

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干预前后 SCSQ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SCSQ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积极应对评分均显著提

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消极

应对评分明显降低（P<0.05），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P>0.05），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1　两组干预前后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t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 P值

观察组 60 60.19±6.56 40.12±4.19 19.972 0.000 63.12±7.78 42.23±5.37 17.117 0.000

对照组 60 61.23±7.02 48.29±5.34 11.364 0.000 62.39±8.12 50.01±5.82 9.598 0.000

t 0.838 9.323 0.503 7.610

P值 0.404 0.000 0.616 0.000

表2　两组干预前后SCSQ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干预前 干预后 t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 P值

观察组 60 1.52±0.43 2.12±0.49 7.129 0.000 1.38±0.52 1.02±0.13 5.202 0.000

对照组 60 1.50±0.39 1.81±0.42 4.189 0.000 1.41±0.55 1.22±0.24 2.452 0.016

t 0.269 3.721 0.307 4.564

P值 0.790 0.000 0.759 0.000

表4　两组母婴结局比较（x±s）

组别 例数 1min Apgar评分（分） 产后出血量（mL） VAS评分（分） 泌乳始动时间（h）

观察组 60 9.14±0.71 145.33±31.12 5.01±0.56 8.24±1.41

对照组 60 8.23±0.62 192.34±44.51 7.23±0.82 12.19±2.64

t 7.478 6.705 17.318 10.22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n，％）

组别 例数 试产率

分娩方式

顺产
医学因素 

剖宫产
非医学 

因素剖宫产

观察组 60 53（88.33） 49（78.33） 4（6.67） 7（11.67）

对照组 60 40（66.67） 37（61.67） 7（11.67） 16（26.67）

χ2 8.077 3.968 0.901 4.357

P值 0.004 0.046 0.343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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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及

妊娠分娩并发症增加等，而心理应激则主要表现为

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1，2］。文献报道

显示，初产妇产前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可达 11％

~54％，且随着孕周的增加焦虑、抑郁情绪将逐渐加

重，直接影响分娩结局［4］。因此，对初产妇完善产

前心理健康干预意义重大。

目前，临床常用的放松训练、音乐疗法、催眠

疗法及临床心理干预等传统干预方式虽然能够不同

程度地缓解产前焦虑、抑郁情绪，但多依靠医护人

员为主导实施，并需要孕妇及其家属的配合，操作

相对繁琐且果并不理想。聚焦式护理是在焦点解决

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型干预方法，通过一组经

多元训练的工作人员在对产妇进行积极心理学背景

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相信个体，帮助个体认

识并挖掘自身资源和潜力而开展临床干预［5］。不同

于传统干预方式，聚焦式护理并不着重寻找问题成

因，而是重点关注问题的解决，通过引导个体利用

正面经验而尽快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力量和方法，

并通过自身规划而尽快达到预期目目标［6］。聚焦式

护理既往主要应用于临床治疗及心理咨询，能够缓

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近年来逐渐应用于疾病

康复、功能锻炼及健康教育等多领域，且经临床实

践证实效果较好［7］。鉴于初产妇产前处于强烈生理

和心理应激状态，焦虑、抑郁情绪较为严重，本研

究对产前焦虑、抑郁初产妇开展聚焦式护理，帮

助孕妇掌握孕产期相关知识，并积极参与自身体

重、饮食及症状管理等过程中，不断提高其对孕产

期问题或困难的应对能力，从而缓解产前焦虑、抑

郁状态。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后 SAS 及 SDS 评

分均明显降低，而观察组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表明聚焦式护理能够可以更有效地有效

减轻初产妇产前焦虑、抑郁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

应对方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心理应激中介因素，

与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具有紧密联系，直接影响

个体的身心健康状态及生活质量［8］。本研究中观察

组开展聚焦式护理后，积极应对方式评分较对照组

及本组治疗前的评分均明显提高，而消极应对方式

明显降低（P<0.05）。可能是由于聚焦式护理充分尊

重孕妇，并不断激发孕妇的潜能，充分调动其主观

能动性及自我资源利用能力，促使其主动参与妊娠

期管理中，进而改善身心状态。陆海燕等［9］研究亦

显示，聚焦解决模式护理干预能够有效促进初产妇

的积极应对行为，缓解其产前焦虑，但其消极应对

方式变化不明显，与本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

病例选择及干预措施差异等有关。聚焦式护理强调

最大限度地调动孕妇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产妇建立

分娩信心，产前采取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并维持心理

情绪稳定，更有利于顺利分娩。随着焦虑、抑郁的

缓解，其对神经内分泌的影响也相应减轻，故可避

免其所致宫缩乏力及产程延长等，有利于试产成功

并顺利自然分娩。本研究中，观察组的试产率、顺

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证实聚焦式护理

能够缓解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顺产率。高度

焦虑、抑郁情绪可导致宫缩乏力、子宫及胎盘供血

供氧减少，可导致产妇产程延长、持续疼痛，增加

产后出血、胎儿宫内窘迫或新生儿窒息发生风险［8，

9］。本研究中，观察组新生儿 1min Apgar 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产后出血量、VAS 评分及产后泌乳始动

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刘芬等［10］报道

相似。证实聚焦式护理能够通过减轻初产妇产前焦

虑、抑郁情绪而改善分娩结局。

 综上所述，聚焦式护理能够缓解初产妇产前焦

虑、抑郁情绪，改善妊娠期身心健康状态及积极应

对能力，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剖用产率，进而改

善分娩结局，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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