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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负面情绪及妊娠率的影响

张　然 1 、 向子艳 1 、 王晓飞 1 、 张志佳 2 、 王琳琳 3

【摘要】 目的　分析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负面情绪及妊娠率的影

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期间就诊的 93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为主要研

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对照组

患者 46 例增加心理治疗，观察组 47 例应用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自

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及治疗 6 月后患者妊娠率、排卵率、妊娠流产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及妊娠流产率低于对照组，排卵率及妊娠率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排卵和

妊娠率，降低妊娠流产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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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amily support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egnancy rate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ZHANG Ran，XIANG Ziyan，WANG Xiaofei，et al. Depart-
ment of Gynecology，Zhengzho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amily support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egnancy rate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93 infertility pa-

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given basic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46 cases）received ad-

dition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7 cases）received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amily support.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core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s well as the pregnancy rate，ovulation rate and pregnancy abor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for 

6 month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andSDS scores and pregnancy abor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ovulation rate and pregnancy rat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elax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family suppor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improve ovulation and pregnancy 

rate，reduce their pregnancy abortion rat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Relaxation training；Family support；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Negative emotions；Pregnancy rate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内分

泌代谢性疾病，对患者的健康、生命质量等均造成

严重影响，同时也是导致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1］。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及药物治

疗，近年来，药物治疗已成为该病的一线治疗方案。

临床研究表明［2］，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不仅对机体

的生殖内分泌进行有效调节，同时能够通过影响神

经系统活动，对患者的情绪进行调控，因此，多数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常伴有焦虑抑郁情绪，从

而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进而影响其排卵率及妊娠

［作者工作单位］1.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郑州，450000）；2. 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磁共振科。

［第一作者简介］张然（1980.02-），女，河南灵宝人，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妇科。

［通讯作者］张然（Email：597760225@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 46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率，降低药物治疗效果。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

自我情绪调节能力较差，而家庭成员的态度也会直

接影响患者的情绪变化。因此，提升患者自我情绪

调节能力，加强家庭成员对于患者的支持可能能够

有效扭转患者心理状态，进而提升治疗疗效［3］，基

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对多

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负面情绪及妊娠率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93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经实验室、盆腔超声等检查确诊，符合中华

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及指南专家组对多

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4］；患者有生育要求；自愿参

与；沟通理解能力较佳；配偶及双方父母均健在。排

除标准：既往精神病史者；因配偶身体原因导致不孕

者；采用药物治疗焦虑抑郁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同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患

者 46 例，年龄 25～33 岁，平均为（29.03±2.05）岁；

病程 1～5 年，平均为（2.96±0.15）年；接受教育年

限 12～19 年，平均（15.43±1.16）年。观察组患者

47 例，年龄 26～34 岁，平均为（28.98±2.07）岁；

病程 1～6 年，平均为（3.03±0.17）年；接受教育年

限 12～19 年，平均（15.46±1.13）年。两组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控制饮食，制定运动计划，诱

导排卵等基础治疗。对照组患者增加心理疏导，由

我院专业心理医师通过语言与患者沟通，引导患

者进行心理泄压，提升患者认知，纠正其行为，

30～45min/ 次，2 次 / 周。

观察组患者增加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1）

放松训练：①心理放松：通过放松音频进行，音频

内容为海浪声、轻柔音乐、舒缓音乐或流水声，嘱

咐患者进行深呼吸，呼吸过程中集中注意力，憋气

5s 后慢慢呼气，在此过程中想象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20min/ 次，2 次 /d；②肌肉放松，环境保持安静，灯

光微暗，引导患者仰卧于单人床上，双眼微闭，双

手平放于身体两侧，放松顺序由头部至脚，逐步进

行训练，训练该部位时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处，先促

进该部位肌肉紧张，维持 10s 后放松 5s，每部位连

续进行 3 次，20-30min/ 次，2 次 /d；（2）亲情支持，

动员患者亲属对患者进行陪伴、开导、劝慰，陪伴

项目包含散步、交谈、运动；具体实施：（1）配偶：

提倡患者治疗过程中配偶全程陪同、或配偶同治，

在治疗过程中多鼓励安慰患者，避免给予患者过大

精神压力；（2）双方父母：纠正双方父母对疾病的认

知，使其了解到疾病的治愈性及不良情绪对疾病的

影响，同时禁止其在患者面前谈论婴儿问题，禁止

指责患者；（3）朋友：以交谈、陪伴运动为主，每

周进行 3～4 次陪伴运动或交谈，每次时间不低于

30min，均持续治疗 3 月。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SDS 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抑郁情绪。

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3-62 分提示存在轻

度抑郁，63-72 提示存在中度抑郁，72 分以上提示

存在重度抑郁。（2）SAS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

绪，共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0-59 分提示存

在轻度焦虑，60-69 提示存在中度焦虑，70 分以上

提示存在重度焦虑。。（3）治疗后随访 6 月记录并对

比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和妊娠流产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 χ2 检验，以 n（％）表示。以 P<  0.05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DS 评分较前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DS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6 75.69±6.35 53.52±4.61*

观察组 47 75.73±6.38 44.15±2.13*

t 0.0303 12.5376

P 0.9759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较前明

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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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A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6 76.11±7.02 53.66±4.90*

观察组 47 76.09±6.99 45.52±3.11*

t 0.0138 9.5419

P 0.989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排卵妊娠流产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妊娠率、排卵率高于对照

组，妊娠流产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排卵妊娠流产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妊娠率 妊娠流产率

对照组 46 34（73.91） 20（43.48） 9（19.57）

观察组 47 44（89.36） 30（63.83） 2（4.26）

χ2值 6.6721 3.8734 5.2249

P值 0.0098 0.0491 0.0223

3　讨论

临床上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因并不明确，

患者主要表现为多毛、不孕、闭经、肥胖等症状体

征，临床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尤以药物治疗最为

常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多囊卵

巢综合征是一种心身疾病［5］，不仅与机体的生理功

能有着重要关联，同时与患者的情绪亦有着密切关

系，多毛、肥胖、月经紊乱、痤疮等是本病的主要

症状表现，同时其对患者的容貌亦造成严重影响，

加之现代女性对自身容貌、身材等较为关注，肥胖、

多毛、痤疮等与现代审美严重背离，极易导致患者

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女性患者，

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不孕，对患者的心理造成较

大的压力［6］，同时也是导致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治疗方案较为多样化，

其中以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最为常用，而不论选用

何种治疗方案，其基础治疗均为生活方式干预，手

术治疗中最常见的为腹腔镜卵巢打孔术，其主要适

用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不做首选推荐应用［7］，

药物是当前治疗本病的首选治疗方案，患者在进行

足量、足疗程的治疗后往往能够取得较佳的治疗效

果，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治疗过程中影响因素

较多，其中又以情绪因素最为常见，不良情绪与本

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8］。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治疗后 SAS、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提示两

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消除患者不良心理状态，而观察

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

持对改善患者负面情绪效果更佳。放松训练包含心

理放松及肌肉放松，两种方案在熟练掌握后任何时

间段均可自行训练，患者在感觉到明显的负面情绪

时只要有合适的场地能够及时进行心理泄压，放松

训练能够通过改善自主神经活动，调节机体的大脑

及内脏功能，使机体精神心理、内脏躯体处于整合

状态，更利于机体同步化、有序化，有效提升机体

的抗应激反应，改善患者负面情绪［9］。

本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 6 月随访后发现，观察

组患者在治疗后的排卵率、妊娠率均优于对照组，

妊娠流产率低于对照组，提示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

持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成功妊娠率。分析认为，放松

训练联合亲情支持能够通过调节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进而降低对机体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水平的

影响，有效改善机体性功能，避免输卵管痉挛等情

况发生，提升机体排卵率，而愉悦的心情能够有效

提升卵子质量，进而提升成功妊娠率，同时联合治

疗方案通过提升机体的抗应激能力能够有效减少患

者在孕期的流产率［10］，故妊娠流产率更低。

综上所述，放松训练联合亲情支持能够有效缓

解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的负面情绪，投稿排卵

率及妊娠率，减少妊娠流产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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