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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患者心理评估及其危险因素

 程玉敏 

【摘要】目的　评估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分析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我院

从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产后抑郁症患者 320 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分

娩的无产后抑郁症产妇 10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了解两组产妇基本情况，采用爱丁堡

产后抑郁量表（EPD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产妇抑郁情绪进行对比，筛选影响产后抑郁症

的相关因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观察组 EPDS 评分及 SDS 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在年龄、产妇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产前

定期产检情况、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产前并发症、分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与对照组存在明显

差异（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示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产前定期产检、孕

期抑郁或焦虑情绪、产前并发症、分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是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结论　产

后抑郁症的出现受产妇心理、生理、家庭、社会以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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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risk factors of 320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CHENG Yumin. Women and Infants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and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320 case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as observation group，and 100 cases women without postpartum depression were se-

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women. The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epressi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PD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maternal age，maternal education level，family 

relationship，family economic income，living conditions，prenatal antenatal check-ups，anxiety or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prenatal complications，mode of delivery，and neonatal health stat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Afte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aternal age，education level，family economic income，living conditions，prenatal antenatal checkup，pregnancy 

depression or anxiety，prenatal complications，mode of delivery，and neonatal health were risk factor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s affected by maternal psychological，physiologi-

cal，family，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Keywords】Postpartum depression；Emotional assessment；Risk factors；Nursing；Prevention

妊娠和分娩导致产妇心理情绪发生巨大变化，

容易出现产后抑郁 ［1］。调查发现产后抑郁症的发病

率在 15％~30％之间，多发于产后 6 周之内，部分

患者可在半年之内自行恢复，严重者可持续 1～2

年［2］。产后抑郁症危害大、隐秘性强，日益受到重

视 ［3，4］。本研究探讨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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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接收产后

抑郁症患者 320 例，作为观察组。纳入标准：①患者

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

中产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患者为初产妇；③患者

在妊娠期间无重大生活事件刺激；④患者无脑部疾

病、无精神疾病史、抑郁症史、人格障碍史等；⑤患

者及家属知晓并积极配合完成本项研究，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患者非初产妇；②患有脑部疾病、

严重妊娠期并发症的；③患者有抑郁症史、精神疾病

史等；④患者智力障碍无法独立完成调查或无意愿参

与本项研究的。其中年龄 22～45 岁，25 岁以下 75
例，35 岁以下 87 例，35 岁以上 158 例；初中级以下

学历 144，高中学历 94，大专及以上学历 82；分娩

方式，顺产 121 例，剖宫产 199 例。

同时随机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分娩的无产后抑

郁症初产妇 100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21~43 岁，

25 岁以下 26 例，35 岁以下 56 例，35 岁以上 18 例；

初中级以下学历 11 例，高中学历 24 例，大专及以

上学历 65 例；分娩方式，顺产 87 例，剖宫产 13 例。

本项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接

受过程监督。

1.2　方法

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及抑郁自评

量表（SDS）对两组产妇抑郁情绪进行对比，于产妇

42d 产后复查时进行调查［5］。EPDS 评分，共包含 10
项调查内容，每项内容按照从轻到重进行 4 级赋分，

分别为 0、1、2、3 分，分值相加为最终结果，总分

≥ 13 为抑郁。SDS 评分，共包含 20 项调查内容，每

项内容按照从轻到重进行 4 级赋分，分别为 1、2、

3、4 分，相加计算总粗分，乘以 1.25 后取整作为最

终结果，以 53 分为分界线，53-62 分为轻度抑郁，

63-72 分为中度抑郁，73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了解两组产妇基本情况，

包括产妇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居住条

件、在职状况、分娩方式、家庭关系、产前焦虑抑

郁情绪、围产期定期检查、新生儿健康状况十项内

容，分析影响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1.3　统计学分析

选择 SPSS20.0 软件工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

量数据以（x±s）来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n（％）］来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逐

步回归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回归分

析，当 P<0.05 时，表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EPDS 评分及 SDS 评分比较

观察组 EPDS 评分及 SD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

见表 1。
表1　两组EPDS评分及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N EPDS（分） SDS（分）

对照组 100 8.82±2.53 44.68±9.27

观察组 320 14.26±3.58 59.42±11.75

t值 14.128 11.475

P值 0.000 0.000

2.2　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分析

观察组产妇年龄、产妇文化程度、家庭关系、

家庭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产前定期产检情况、孕

期焦虑或抑郁情绪、产前并发症、分娩方式、新生

儿健康状况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细数据见表 2。

2.3　产后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产妇年龄、文化程度、家

庭经济收入、产前定期产检、孕期抑郁或焦虑情绪、

产前并发症、分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是导致产

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详细数据见表 3。

3　讨论

产后抑郁症导致患者出现持续性的情绪低落，

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不仅影响产妇自身的身心健

康，还会对婴儿情感、智力以及行为等的长远发展

产生不利的影响［6］。产后抑郁的发生和产妇分娩前

后机体内分泌系统、激素水平的急速变化有关，而

心理、家庭、社会及环境等在产后抑郁症的发生过

程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7］。因此，通过对产

后抑郁症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分析产后抑郁症产生

的危险因素，继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对于产后

抑郁症的预防以及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PDS 评分是判定产妇是否患有抑郁症的常用筛

查工具 ［8］。SDS 则能够判断患者的抑郁程度 ［9］。本研

究联合使用 EPDS 及 SDS 对被试者进行调差，以期

可以更好地鉴别产后抑郁症患者。既往研究发现产

妇年龄越大，越容易导致负面情绪［11］。产妇文化程

度和负面情绪也关系密切［12］。产妇的家庭经济收入

状况，家庭关系，是否定期进行产检以及新生儿健

康状况也和抑郁有关［13-16］。

本研究发现：产后抑郁症患者的 EPDS 评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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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评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症产妇；产后抑郁症患者

在年龄、产妇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收入、

居住条件、产前定期产检情况、孕期焦虑或抑郁情

绪、产前并发症、分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与无

抑郁症产妇有明显差别；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产妇

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产前

定期产检、孕期抑郁或焦虑情绪、产前并发症、分

娩方式、新生儿健康状况是导致产后抑郁症的危险

因素，与上述研究结论相一致［17］。因此，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于产后抑郁症的预防以及

治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症的出现受产妇心理、生

理、家庭、社会以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针对

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

护理措施，应该可以减少或避免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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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分析［n（％）］

影响因素
对照组

（n=100）
观察组

（n=320） χ2值 P值

年龄（岁） ≤25 26（26.00） 75（23.44）

36.683 0.000≤35 56（56.00） 87（27.19）

＞35 18（18.00） 158（49.37）

文化程度 初中级以
下

11（11.00） 144（45.00）

57.092 0.000高中 24（24.00） 94（29.38）

大专及以
上

65（65.00） 82（25.62）

在职状况 是 52（52.00） 148（46.25）
1.010 0.315

否 48（48.00）172（53.75. ）

家庭关系 良好 90（90.00） 156（48.75）
53.427 0.000

不好 10（10.00） 164（51.25）

家庭经济收入（元/月）≤10000 38（38.00） 169（52.81）
6.688 0.000

＞10000 52（52.00） 151（47.19）

居住条件 满意 88（88.00） 145（45.31）
56.209 0.000

不满意 12（12.00） 175（54.69）

产前定期检查情况 是 83（83.00） 153（47.81）
38.322 0.000

否 17（17.00） 167（52.19）

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 无 84（84.00） 172（53.75）
29.293 0.000

有 16（16.00） 148（46.25）

产前并发症 有 12（12.00） 177（55.31）
57.750 0.000

无 88（88.00） 143（44.69）

分娩方式 顺产 87（87.00） 121（37.81）
73.741 0.000

剖宫产 13（13.00） 199（62.19）

新生儿健康状况 良好 76（76.00） 102（31.88）
60.748 0.000

不好 24（24.00） 218（68.12）

表3　产后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标准误 P值 OR值 OR值（95％CI）

年龄（岁） 0.987 0.410 0.000 7.396 2.357～6.466

文化程度 0.082 0.425 0.000 8.262 4.468～12.590

家庭关系 1.405 0.750 0.000 5.487 1.657～7.022

家庭经济收入（元/月）0.956 0.527 0.000 9.292 1.350～5.565

居住条件 1.133 0.296 0.000 8.394 2.975～7.285

产前定期检查情况 1.328 0.380 0.000 9.487 0.985～1.794

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 1.274 0.579 0.000 4.206 1.782～5.264

产前并发症 1.305 0.374 0.000 11.206 1.872～6.485

分娩方式 1.265 0.420 0.000 3.374 2.323～7.693

新生儿健康状况 1.476 0.745 0.000 5.772 2.549～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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